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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在目前的产业政策、市

场环境下，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19年至 2021年，公司预计每

年拟向关联方采购的金额上限为 300万元，主要采购内容为房屋租赁、

水电费及其他等；预计每年向关联方销售的金额上限为 300万元，主

要销售内容为信息安全复印机及相关产品。 

根据公司现有业务发展需要，以及国家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公司拟调整 2021 年度与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包括

其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汉光重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包括其下属企事业单位，不含汉光重工，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化学所”）的关联交易金额。 

2020年 10月公司与福建省科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建科威”）共同出资设立汉光（福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汉光福州”），作为复印机、打印机等产品销售平台，以加快发展办



公信息化设备产业。公司为控股股东，福建科威和嘉智联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智联”）为新增的两个关联方企业。2021

年汉光福州预计从福建科威和嘉智联采购复印机等产品，以及接受相

关的技术服务并向福建科威销售安全增强复印机。 

（二）调整后预计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与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汉光重工 电路板、口罩等 市场价格 67 13.82 

中船重工

集团 

办公用品及低

值易耗品 
市场价格 322 13.01 

福建科威 复印机 市场价格 500  

嘉智联 复印机 市场价格 500  

小计    1,389  26.83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汉光重工 水电费等 市场价格 85 57.25 

向关联

人销售

燃料和

动力 

汉光重工 水电费等 市场价格 100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中船重工

集团 

安全增强复印

机 
市场价格 1,000 447.62 

福建科威 
安全增强复印

机 
市场价格 500 45.13 

汉光重工 
安全增强复印

机 
市场价格 100 73.63 

小计   1,600 566.3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船重工

集团 
精密加工服务 市场价格 600 7.28 

汉光重工 精密加工服务 市场价格  326.55 

化学所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7.03 

小计   600 340.8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科威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30 3.74 

化学所 技术服务 

参照市场

价格双方

共同商定 

60 60.00 

中船重工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5 21.55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汉光重

工、中

船重工

集团 

电路板、

口罩等 
26.83 100 0.05 -73.17  

小计  26.83 100 0.05 -73.17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汉光重

工 

水电费

等 
57.25 160 0.1 -64.22  

小计  57.25 160 0.1 -64.22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中船重

工集团 

安全增

强复印

机 

454.9 1,500 0.52 -69.67  

福建科

威 

安全增

强复印

机 

45.13  0.05 不适用  

汉光重

工 

安全增

强复印

机、精密

加工服

务 

400.18 600 0.46 -33.3  

化学所 
技术服

务 
7.03  0.01 不适用  

小计  907.24 2,100 1.05 -56.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福建科

威 

技术服

务 
3.74  0.37 不适用  

化学所 
技术服

务 
60.00 70 5.96 -14.29  

集团 

小计   95 85.29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汉光重工 租赁厂房等 

参照市场

价格双方

共同商定 

300 186.36 



中船重

工集团 

技术服

务 
21.55  2.08 不适用  

小计  85.29 70 8.42 21.84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汉光重

工 

租赁厂

房等 
186.36 240 65.72 -22.35  

小计  186.36 240 65.72 -22.3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20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

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

务发展需求，同时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交

易进行适当调整。上述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

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经审核，我们认为：2020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

于实际市场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同时公司会根据

实际情况，对相关交易进行适当调整。 

公司 2020 年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

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王孟军 

注册资本：37,937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和谐大街 8号 

汉光重工及其控制企业主营业务主要涵盖光学惯性器件、视觉感

知、能源装备、新材料、轻工装备、特种装备等领域。2020 年末拥

有总资产 395045 万元，净资产 182588 万元，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20654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9082 万元。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汉光重工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 

汉光重工及其控制的企业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 

注册资本：6,3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中船重工集团系经国务院批准，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所属部

分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于 1999 年组建的特大型国有企业，由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造修船集团之

一。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船重工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下属企事业单位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张德清 

注册资本：11,22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街 2号 

业务范围：研究化学理论，促进科技发展，化学及相关学科研究，



相关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博士后培养、相关

咨询与样品测试服务，《化学通报》、《高分子学报》、《高分子通报》

和《高分子科学》（英文版）出版。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 

化学所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福建省科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省科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远强 

注册资本：1,00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 83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

R486室 

业务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与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

开发；办公设备及耗材、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用品、印刷机械、安

防产品、家用电器、通讯器材、预包装食品、涂料、仪器仪表、五金

交电、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厨房用具、日用杂货、家用试听装备、体

育用品及器材、户外装备、照机器材、灯具、室内装饰材料的批发、

零售；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办公设备、计算机维修；互联网

接入及相关服务；档案数字化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对外贸易 

财务状况：2020年末拥有总资产 3812万元，净资产 1304万元，

2020 年实现销售收入 2321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96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建科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汉光福州参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49%，

属于汉光福州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福建科威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嘉智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嘉智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远强 

注册资本：209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福州省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福新中路 89 号和声工

商大厦 9层 06室 

业务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办公用机械制造；办

公设备及耗材、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用品、印刷机械、安防产品、

家用电器、通讯器材、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其他办公设备维修；

租赁和商务服务；会展会议服务 

财务状况：2020年末拥有总资产 3307万元，净资产 2848万元，

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 9957万元，实现净利润 127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嘉智联与福建科威的控股股东均为王远强先生，为汉光福州的关

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嘉智联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均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交易过程中，将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包括但不限于采取

邀请招标、竞争性比选、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 

2.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品质，提高公司效益和制造能力，巩

固和扩大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

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公司与关联方的业务定价公允，不会

构成向大股东的利益输送，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2021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于调整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

海君、汪学文、张民忠、吴荣斌、童东风、杨联明对该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董事会同意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和发展的需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独

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根据过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

况和未来计划作出的，是合理、必要的。公司业务不会对交易对方形

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

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对公

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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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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