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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1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中国系统交割过户手续，尚需推进发行股份

及配套募集资金的实施工作。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预

计 2021 年中国系统拟与关联方发生包括关联采购、关联提供劳务等

关联交易。关联人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由此

新增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22,000 万元。 

本次拟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1年4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系统公司2021年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新增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关联董事刘桂林、

曲惠民、谢庆华、吴海、徐效臣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江小军、宋晓

风、周浪波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提案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

表决。 



 

2、2021 年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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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2021年 1-2

月发生金额  

2020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76,000.00  253.33  15,644.50  

其中：中国长城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软硬件设

备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45,000.00 223.33 14,800.60 

迈普通信

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软硬件设

备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2,000.00 - 214.87 

麒麟软件

有限公司 

采购软硬件设

备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4,200.00 - 288.24 

向关联人

提供劳

务、服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设

计、运维、现代

数字城市业务

等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40,000.00 1,476.34 16,571.88  

其中：浙江确安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2,500.00 578.61 1,353.43 

广东中电

富嘉工贸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1,500.00 719.87 341.49 

中国电子

进出口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15,000.00        -    9,670.45  

成都中电

熊猫显示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工程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8,000.00       -    3,811.1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含下属企

业）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6,000.00 45.37 2,763.22 

其中：长沙

智能制造研究总

接受技术及运

维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3,000.00 - 1,876.25 



关联交易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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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

月发生金额  

2020年实际

发生金额 

院有限公司 确定 

租用关联

人物业 

中国中电国际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750.00 - - 

委托管理

(注) 

中国中电国际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三建设

有限公司(简称

“ 中 电 三 公

司”)日常经营

管理 

中电三公

司每年扣

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

归母净利

润乘以

10% 

400.00 - - 

注：为满足重组法律法规的要求，中国系统将原持有的中电三公司 71%股权转让给中电信息，约定由中国系统托管

并在处置完中电三公司商业用地后回购。在托管期间内，中国系统按中电三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

的 10%收取管理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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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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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商

品 

15,644.50 — 15.94% — 

— 

其中：中电九天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软硬件

设备 
282.66 — 0.01% — 

中国长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软硬件

设备 
14,800.60 — 15.35% — 

迈普通信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采购软硬件

设备 
214.87 — 0.22% — 

麒麟软件有限公

司 

采购软硬件

设备 
288.24 — 0.30% — 

其他 
采购软硬件

设备 
58.13 — 0.06% — 

向关

联人

提供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设计、运维、

16,571.88 — 0.85% — 



劳

务、

服务 

现代数字城

市业务等服

务 

其中：浙江确安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1,353.43 — 0.05% — 

广东中电富嘉工

贸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341.49 — 0.01% — 

南京中电熊猫液

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174.56 — 0.01% — 

南京熊猫汉达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设计

服务 

99.15 — 0.00% — 

中国长城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数字城市

业务服务 

239.94 — 0.18% — 

长沙中电软件园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数字城市

业务服务 

68.38 — 0.05% — 

中国电子进出口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数字城市

业务服务 

9,670.45 — 0.37% — 

彩虹(佛山)平板

显示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162.47 — 0.01% — 

合肥彩虹蓝光科

技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317.08 — 0.01% — 

成都中电熊猫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3,811.14 — 0.14% — 

南京中电熊猫平

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服务 
141.42 — 0.01% — 

其他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设计

服务 

192.37 — 0.01%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服务 

2,763.22 — 2.87% — 

其中：深圳市中电电力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及

设计服务 
363.69 — 0.38% — 

广州中软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及

运维服务 
292.84 — 0.30% —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及

运维服务 
1,876.25 — 1.95% —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

院有限公司 

接受技术及

运维服务 
230.44 — 0.24% — 



注 1：其他小计主要系向武汉长光电源有限公司、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北京中电

瑞达物业有限公司、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向成都锦江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南京科瑞达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振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中电长城

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中国振华集团云科电子有限公司、中电长城开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开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所、长沙湘计海盾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磁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桂林长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振

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工程服务，因金额较小

且数量较多，在此合并列示。 

2：上述数据为新增子公司中国系统 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数据，由于 2020年度尚未合并，故无 2020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上述数据为中国系统提供的未经审计数据。 

 

三、主要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芮晓武；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848,225.199664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电子

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

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

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

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2）2020 年 1-6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982.91 亿元，净利润

为-28.68 亿元，截至 2020 年 0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404.78 亿元，

净资产为 1,024.63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国

电子与本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



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新增的各类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22,000.00 万元。 

2、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宋黎定；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292,818.2053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

终端及其外部设备、网络系统及系统集成、电子产品及零部件、金融

机具、税控机具、计量仪表、安防产品、移动通讯设备、无线电话机

（手机）、通信及网络产品、数字音视频产品的生产、加工；经营自

行开发的电子出版物、零售各类软件及电子出版物。 

（2）2020 年度三季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5.30 亿元、净利润

为 1.57 亿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64.97 亿元、净资

产为 82.51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

增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5,000.00 万元。 

3、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进出口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朱以明；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69,421.6 万元；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承办对外贸

易展览展销；招标代理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

外工程项目；小轿车销售；与以上业务有关的仓储、包装业务、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物业管理、房屋设



施的维修、承揽室内装修和装修材料的销售、房屋出租；保洁服务及

保洁材料销售；家用电器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

外部设备的研制、销售；燃料油、重油产品、通讯设备销售；技术开

发；销售文化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

筑材料、机械设备、通讯设备、服装鞋帽、日用杂货、五金交电、金

属制品；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年 02月 22日）；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82.23 亿元、净利润为 10.49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13.76 亿元、净资产为

57.22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进出口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进出口公司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专

业外贸公司之一，与全世界众多国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

在贸易服务集成、海外工程集成、防务系统集成方面拥有较强实力。

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进出口公司新增的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为 15,000 万元。 

4、麒麟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软件）：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谌志华；注册地址：天津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9878.2392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

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相关设备、

通讯设备的销售；信息系统工程技术验证及咨询服务；网络技术、信

息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软件评测；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 

（2）2020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6.14 亿元，净利润为 1.65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0.32 万元，净资产为 5.82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麒麟软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麒麟软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

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麒麟软件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4,200 万元。 

5、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普通信）：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宋黎定；注册地址：四川省；注册

资本：人民币 23362.07 万元；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工业行业

另设分支机构经营或另选经营场地经营）、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

网络设备、通信设备（不含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和卫星地面接收设

备）；集成电路设计；以及上述相关项目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公共关系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网络工程设

计、安装（凭资质证书经营）；通信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

营）（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凭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从事经营）。 

（2）2020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7.15 亿元，净利润为 0.20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1.74 亿元，净资产为 6.34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迈普通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迈普通信创立于 1993 年，是中国领先的网

络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同时也是工信部重点支持的四大国产网络

设备厂商之一。目前拥有路由、交换、WLAN、安全、分流器、融合通

信，SDN 智能软件及应用 7 大产品系列，以及业内完善的信创网络

产品和整网解决方案。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迈普通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2,000 万元。 

6、浙江确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确安科技）：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颜志耀；注册地址：海宁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8309.012404 万元；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芯片测试、晶

圆减薄划片、芯片封装测试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集成

电路芯片测试；晶圆减薄划片；芯片封装测试；晶圆测试设备零部件

设计、开发、批发；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通讯设备（不含大功

率无绳电话和卫星地面接收系统）租赁；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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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602.61 万元，净利润为 598.55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3,951.32 万元，净资产

为 7,707.3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浙江确安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浙江确安科技系上市公司确安科技的全资子

公司，从事第三方独立测试服务行业，为集成电路全行业各环节提供

专业的设计验证、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服务以及整体测试解决方案，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确安科技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2,500 万元。 

7、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智能）：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邓子畏；注册地址：长沙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智能化技术、工业自动

化设备的研发；智能化技术服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工程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不得从

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

信用业务）；机器人技术咨询；物联网技术咨询；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服务；工

业自动化设备、计算机软件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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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4,491.09 万元，净利润为

250.50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309.33 万元，

净资产为 1,661.19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沙智能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长沙智能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建，于 2015 年 10 月挂牌成立。作为长沙市推动

智能制造的顶层机构，从事产业研究和孵化、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工

业云平台建设运营等核心业务，致力于为政府、企业提供工业转型升

级服务，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长沙智能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3,000 万元。 

8、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富嘉工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镇西；注册地址：广州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467 万元；经营范围：修理、销售、研发及生产电子产

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接收设施）；电器机械及器

材、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农副产品（不含许

可经营项目）、纺织原料及产品、塑料、橡胶、皮革、纸制品、建筑

材料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

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经济信

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环

保工程、建筑设计、室内外装饰设计、规划设计、工程施工与设计、

机电安装工程、系统集成；物业管理、房屋出租、房屋设施的维修。 

（2）2019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4,729 万元，净利润为 435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845 万元，净资产为

4,699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富嘉工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其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富嘉工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

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富嘉工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500 万元。 

9、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电熊猫）：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马亮；注册地址：成都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215,000 万元；经营范围：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TFT-LCD)

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研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对外贸易经营。

（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20 年半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2.74 亿元，净利润为

-12.91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20.30 亿元，净资

产为 117.69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成都中电熊猫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20 年 12 月 23 日，其控股

股东变更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符合交易规则

10.1.6 第二款之规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成都中电熊猫被京东方集团收购后，依托

京东方的行业地位，预计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具有履约能力。该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成都中电熊猫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8,000 万元。 

10.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桂林；注册地址： 深圳市；注

册资本：人民币 640,000 万元；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

营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

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资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

理（凭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经营）；酒店管理；进出口业务（凭进出

口资格证经营）；信息技术服务（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在合法取得使

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建

筑工程承包、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



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

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 

（2） 2020 年 1-9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45.20 亿元，净利润

为 5.56 亿元，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449.93 亿元，

净资产为 169.61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中电信息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中电信息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中电信息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1,150 万元。 

 

四、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

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 

2、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

场价格定价。 

3、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

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4、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

义务，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

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

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6、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



应的审批程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中国

系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

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提升市场竞争力。预计此类

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中国系统主要从事现代数字城市业务，关联方中国长城、迈

普通信、麒麟软件作为其软硬件供应商，关联方长江智能为其提供技

术及运维服务，中国系统与各关联方在业务上存在上、下游关系，关

联交易对中国系统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3、中国系统之子公司中电二公司、中电四公司、中电建设均从

事高科技工程业务，为关联方中电进出口公司、广东中电富嘉、浙江

确安科技、咸阳彩虹、彩虹合肥提供高科技工程服务，该类关联交易

对中国系统高科技工程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中国系统租用了中电信息房屋用于生产经营。在公司发行股

份收购中国系统 96.7186%股权过程中，为满足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中国系统将原持有的中电三公司 71%股权转让给中电信息，约定

由中国系统托管并在处置完中电三公司商业用地后回购。在托管期间

内，中国系统按中电三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的 10%

收取管理费。 

5、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



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6、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1 年度

中国系统将与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各关联企业进行的关联交易，是

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可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关联

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相关提案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据有

关规定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

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3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