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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作为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通光线缆”、“公司”或“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通光线缆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与通光线缆相关人员交谈、查阅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内部审

批与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对此次关联交易的合理性、

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公司及子

公司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商品 

通光信息 和泰光纤 光纤 市场原则 500 319.22 917.66 

通光光缆 和泰光纤 光纤 市场原则 600 117.77 7.86 

四川通光 和泰光纤 光纤 市场原则 1,400 173 491.7 

通光电力 和泰光纤 光纤 市场原则 2,000 182.1 9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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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金波科技 
连接器及

组件 
市场原则 100 5.03 12.61 

公司 通光昌隆 配电设备 市场原则 30 0 0 

通光信息 通光昌隆 配电设备 市场原则 100 0 3.39 

通光光缆 通光昌隆 配电设备 市场原则 50 0 0 

通光强能 通光昌隆 配电设备 市场原则 500 0 19.75 

德柔电缆 通光昌隆 配电设备 市场原则 50 0 0 

小计 5,330 797.12 2,360.68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公司 通光昌隆 光伏发电 市场原则 20 2.8 12.56 

通光信息 通光昌隆 光伏发电 市场原则 100 13.62 87.64 

通光强能 通光昌隆 光伏发电 市场原则 80 0 0 

小计 200 16.42 100.2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公司 金波科技 线缆 市场原则 100 0 23.24 

通光强能 通光昌隆 电缆 市场原则 100 1.59 10.55 

通光信息 通光昌隆 光缆 市场原则 10 0 0 

通光海洋 中船海洋 

海底光缆、

海底电缆、

接头盒 

市场原则 2,000 0 41.59 

通光信息 和泰光纤 光纤空盘 市场原则 20 0 1.12 

四川光缆 和泰光纤 光纤空盘 市场原则 8 0 2.29 

小计 2,238 1.59 78.79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物流、

施工服务 

通光强能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900 141.22 685.46 

通光光缆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800 24.34 408.3 

德柔电缆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150 0 0 

通光信息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20 0 0 

冠通公司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10 0 0 

四川光缆 通海物流 物流 市场原则 60 0 0 

通光海洋 中船海洋 施工 市场原则 1,000 0 741.99 

小计 2,940 165.56 1,835.75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

租赁 

公司 通光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原则 116.09 25.5 116.09 

通光光缆 通光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原则 73.71 18.43 73.71 

通光强能 通光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原则 51.6 12.59 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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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江苏通光光缆有限公司简称“通光光缆”、江苏通光强能输电线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通光强能”、江苏

通光信息有限公司简称“通光信息”，海门冠通光电缆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冠通材料”，德柔电缆（上海）

有限公司简称“德柔电缆”，江苏通光海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通光海洋”，四川通光光缆有限公司简

称“四川通光”，通光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通光集团”，中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船海洋”，西安金波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金波科技”， 江苏通光昌隆电力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通光昌隆”，南城通海物流有

限公司简称“通海物流”，南通通大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通大科贷”，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简称

“和泰光纤”。 

2、关联担保 

因经营周转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光光缆、全资子公司通光强能、全资

子公司通光信息、全资孙公司四川通光、控股子公司通光海洋、控股孙公司TG 

ADVAIT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通光阿德维特”）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73,600万元，其中部分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接受关

联人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通光线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3,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10,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3,000 万元 壹年 信用担保  

小计 241.4 56.52 238.94 

向关联人提

供房屋、码头

租赁 

公司 通大科贷 房屋租赁 市场原则 18 0 17.2 

通光海洋 中船海洋 
房屋、码头

租赁 
市场原则 50 0 12.05 

小计 68 0 29.25 

合计 11,017.4 1,037.21 4,6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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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授信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支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3,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

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营业部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通光光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10,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支行 
8,5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支行 
4,2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通光信息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3,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通光集团、张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江苏省海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忠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张忠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3,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 

印度爱西爱银行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5,600 万元 壹年 现金担保 通光光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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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授信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

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营业部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通光强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8,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通光集团、张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2,5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张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支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门支行 

3,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营业部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通光信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1,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江苏省海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营业部 
6,3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抵押担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门支行 
2,5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5,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4,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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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授信金融机构 授信额度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2,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公司 

四川通光 
中国邮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充县支行 
2,5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光缆、通光信息、房产 

通光海洋 

江苏省海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00 万元 壹年 抵押担保 通光海洋 

江苏省海门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 
1,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5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集团、张强、张忠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门支行 
500 万元 壹年 抵押担保 通光集团 

通光阿德

维特 

印度爱西爱银行有限

公司 
1,000 万元 壹年 连带担保 通光光缆 

合计 173,6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通光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解放东路 186 号 

注册资本 15,891.8245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强 

营业范围 

光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微波通讯器件及设备的研制、开发、设计、生产；

计算机软件设计、网络工程设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光缆专用设备、电缆专

用设备及其零配件制造、加工、销售（法律法规禁止或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

项目除外）；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通光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一款，为公司关联法人。 

2、南城通海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徐家乡排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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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江勇卫 

营业范围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汽车租赁，汽车销售，代办汽车挂牌

及年检服务，汽车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通光集团为公司和通海物流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7.2.3 条第二款，通海物流为公司关联法人。 

3、西安金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二号现代企业中心东区工业厂房 3 栋 2 层 3-10203A 

注册资本 2,35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屈建利 

营业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电连接器、微波器件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计算机软件

的研究、开发与销售；通讯器材（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机电产品（除小

汽车）、有色金属（除专控）、建筑材料（除木材）、黑色金属的销售；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

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与公司关联关系 
通光集团为公司和金波科技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7.2.3 条第二款，金波科技为公司关联法人。 

4、江苏通光昌隆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海门市海门街道解放东路 186 号 

注册资本 2,97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秦俊华 

营业范围 

售电业务；新能源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电力储能系统的施工、维护、运

营；电力工程、通信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输变电工程、承装承修承试电

力设施施工；合同能源管理；能源软件开发、销售；节能技术开发、咨询、转

让、服务；电气设备、节能设备的销售、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与公司关联关系 
张强先生为公司和通光昌隆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通光昌隆为公司关联法人。 

5、南通通大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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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海门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路 169 号 

注册资本 12,252.38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强 

营业范围 

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创业投资、提供融资性担保、开展金融机构业

务代理以及经过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张强先生为公司和通大科贷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通大科贷为公司关联法人。 

6、四川和泰光纤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北路四段 211 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伟 

营业范围 

光棒、光纤、光缆、通信设备及配件、光电元器件、塑料盘具及包装材料、光

棒及光纤的辅助材料、机械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及技术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陆志强先生为和泰光纤总经理，其又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强先生配偶的弟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 条第三款，和泰光纤为公

司关联法人。 

7、中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无锡市新吴区太科园清源路 20 号立业楼 C 区 101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虞敏浩 

营业范围 

海洋建设工程总承施工和维护；海洋装备研制、技术开发、采购、维修、服务；

船舶维修；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海洋建设工程的施工、安装、技

术服务；吊装工程、海洋托吊工程；救助打捞工程；海上消防及防务工程；潜

水守护工程的施工、技术服务；水利工程的水下检查、封堵、技术服务；海缆

及管道铺设、维修、维护；港口与海岸工程施工；通信工程施工；通信设备安

装；电力设施安装；送变电建设工程施工；堤防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联关系 
中船海洋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离任董事江勇卫先生（未满 12 个月）为中船

海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6 条第二款，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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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为公司关联法人。 

8、张强、张忠 

张强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张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张强先生、张忠先生为公司的关联

方，2021 年度其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事项构成

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方均具备较为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销售产品、商品和接受、提供服务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

双方之间的合作可以利用各自的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满足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交易采取市场化方式定价，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公司与

上述各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关联担保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公司控股股东通光集团、实际控制人

张强先生及董事长张忠先生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等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此担保为无偿担保，保证期间公司及子

公司无需因此向上述关联方支付费用，亦无需对该担保提供反担保。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和接受、提供服务，将采取市场化方式操作，

并签订商务合同。 

本次关联担保的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等具体担保内容以与相关银行实际签

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

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且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没

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的开展，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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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通光集团、实际控制人张强先生及董事长张忠先生为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融资事项提供担保，能有效满

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资金需求，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本次关联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忠先生、张强先生回避了表决。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

议案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通光集团有限公司、张忠先生、薛万健

先生需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接受关联人为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张忠先生、张强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

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

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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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  涛                    漆传金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3 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影响
	（五）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