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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1-015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以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胜信息”）于2021年4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16,999万元，其中收入项12,694万元，支出项

为4,305万元。关联董事吉喆、李鸿、王学信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

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实施和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购销往来，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发展。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或政府定价（第三方价格）公平、

合理确定，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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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意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进行回避

表决。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与关

联方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销售产

品、商品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

（长沙）有限公司 
400.00 0.18%          -    265.19 0.18% 预计业务需求

增加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11,600.00 5.21%     1,709.80  7,663.49 5.32% 

小计 12,000.00 5.39%    1,709.80  7,928.67 5.50%   

向关联方

销售房屋

租赁服务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

（长沙）有限公司 
34.00 4.87%        8.50 34.01 4.88%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660.00 94.47%      164.58  658.33 94.46%   

小计 694.00 99.34%     173.09  692.34 99.34%   

向关联方

购买房屋

租赁服务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185.00 100.00%        46.05  30.70 53.42% 
2020 年 11 月开

始租赁 

小计 185.00 100.00%      46.05  30.70 53.42%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0.26%        98.17  204.89 0.25% 预计业务需求

增加 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 1.36%       319.34  1,325.25 1.58% 

小计 1,900.00 1.62%      417.51  1,530.14 1.83%   

向关联方

购买燃料

和动力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310.00 66.82%        45.71  243.78 66.99% 
预计业务增长，

电费支出增加 

小计 310.00 66.82%      45.71  243.78 66.99%   

向关联方

购买劳务 

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60.00 0.51%        10.00  39.76 0.52% 
预计业务需求

增加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

（长沙）有限公司 
1,850.00 15.85%      533.07  1,220.53 15.92% 

小计 1,910.00 16.37%      543.06  1,260.29 16.44%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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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长

沙）有限公司 
550.00 265.19 过程中优先向外部第

三方销售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8,380.00 7,663.49 

小计 8,930.00 7,928.67   

向关联方销

售房屋租赁

服务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长

沙）有限公司 
40.00 34.01 

根据业务需求租赁面

积减少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660.00 658.33   

小计 700.00 692.34   

向关联方购

买房屋租赁

服务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30.70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

便利性原则，暂时租

赁厂房 小计  30.70 

向关联方购

买商品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350.00 204.89 过程中，同等交易条

件下，优先向第三方

采购 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 1,325.25 

小计 1,950.00 1,530.14   

向关联方购

买燃料和动

力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260.00 243.78 
受疫情影响，实际使

用电费少于预期 

小计 260.00 243.78   

向关联方购

买劳务 

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40.00 39.76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长

沙）有限公司 
1,246.00 1,220.53   

小计 1,286.00 1,260.29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郑小平 

（3）注册资本：148,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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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住所：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468号 

（6）主要办公地点：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468号 

（7）主营业务：电能计量仪表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威佳创建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末，总资产为546,232.93万元，净资产为321,613.24万元，2020年

实现营业收入为160,245.81万元，净利润为9752.05万元。 

2、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陶纯丽 

（3）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9年4月1日 

（5）住所：宁乡经济开发区站前路18号 

（6）主要办公地点：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468号 

（7）主营业务：塑胶、五金模具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照辉投资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末，总资产为18,306.46万元，净资产为11,185.92万元，2020年实

现营业收入为7,523.12万元，净利润为60.24万元。 

3、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2）法定代表人：郑小平 

（3）注册资本：5,4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3年3月1日 

（5）住所：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468号科研大楼101-5 

（6）主要办公地点：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桐梓坡西路468号科研大楼101-5 

（7）主营业务：电能表及配套产品以及运维服务 

（8）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9）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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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末，总资产为9,993.88万元，净资产为-2,470.29万元，2020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10,992.47万元，净利润为97.97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2 长沙伟泰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 施维智能计量系统服务（长沙）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将就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

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2021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销售、采购

产品、商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等，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

据市场价格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

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三、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关联销售及关联采购主要是基于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服务

能力及行业综合竞争力、采购的便利性、缩短交货周期等实际生产经营的便利性

角度考虑，因此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关联销售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参考，通过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采取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未来，基于客户需求产生的关联方采购后与其自产产品集成后对外销售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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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采购后满足客户整体产品采购需求的零星订单仍不可完全避免。公司将

持续避免与关联方不必要的关联采购与销售，经常性关联交易占比将持续维持在

较低水平。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

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威胜信息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