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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浪

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信息”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浪潮信息 2021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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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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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货物 

数字云端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与服务 13,949.51 14,300 0.24% -2.45% 

2020 年 4 月

18 日、2020

年 8 月 29

日、2020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

w.cninfo.co

m.cn/） 

山东华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原材料、技术开发与服务 3,801.08 4,500 0.07% -15.53% 

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交换机及其他散件 6,334.68 8,000 0.11% -20.82%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原材料、技术开发与服务 7,023.26 8,000 0.12% -12.21%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他关联方 
原材料、技术开发与服务、软

件、水电冷暖等 
14,806.31 22,000 0.25% -32.70% 

小计 45,914.85 56,800 0.79% -19.16% 

销售 

商品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 41,213.07 42,000 0.65% -1.87%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车辆费 42,262.21 51,000 0.67% -17.13%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水电冷

暖 
49,548.84 55,000 0.79% -9.91% 

INSPUR TECHNOLOG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 40,263.90 45,000 0.64% -10.52%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 2,055.88 25,000 0.03% -91.78% 

INSPUR RU CO.，LTD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 22,906.17 27,000 0.36% -15.16%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车辆

费、水电冷暖 
24,759.92 25,600 0.39% -3.28% 

山东华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 388.11 600 0.01% -35.32%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他关联方 
服务器、存储及配件、技术开

发与服务、车辆费 
16,602.68 16,000 0.26% 3.77% 

小计 240,000.79 287,200 3.81% -16.43% 

出租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他关联方 收取房租及物业费 501.00 800 0.01% -37.38% 

承租 浪潮集团及下属其他关联方 支付房租及物业费 2,262.16 2,500 0.04%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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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 2020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的预计，系基于公司产销计划等作出的与日常

经营相关的预计，在执行过程中，受市场需求及客户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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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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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2020 年度与上述关联单位实际发生情况较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

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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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合法合规，交易价格参照市

场价格确定，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因市场需求

及客户情况变化等原因导致实际发生额与原预计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不会对公

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注：由于公司关联方数量众多，其中公司预计与单一关联方发生交易金额低于本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方，公司以同一实际控制人（即浪潮集团）

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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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 年预

计金额 

截至 2021

月 3 月已

发生金额 

2020 年实

际金额 

采购 

货物 

数字云端有

限公司 

技术开发与服

务 
市场价格 14,500.00 2,624.18 13,949.51 

山东华芯半

导体有限公

司 

原材料、技术

开发与服务 
市场价格 9,000.00 1,184.33 3,801.08 

济南浪潮数

据技术有限

公司 

原材料、技术

开发与服务 
市场价格 10,000.00 122.57 7,023.26 

浪潮集团及

下属其他关

联方 

原材料、技术

开发与服务、

软件、水电冷

暖等 

市场价格 30,000.00 6,604.44 14,806.31 

小计 63,500.00 10,535.52 39,580.17 

销售 

商品 

济南浪潮数

据技术有限

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技术

开发与服务 

市场价格 60,000.00 6,129.39 41,213.07 

浪潮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车辆

费 

市场价格 8,010.00 5,733.46 42,262.21 

山东浪潮云

服务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水电

冷暖 

市场价格 45,000.00 10,922.95 49,548.84 

INSPUR 

TECHNOL

OG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 
市场价格 20,000.00 2,827.21 40,263.90 

INSPUR 

RU CO.，
LTD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 
市场价格 20,000.00 859.25 22,906.17 

浪潮软件集

团有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车辆

费 

市场价格 26,000.00 4,382.80 24,759.92 

云南能投浪

潮科技有限

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车辆

费 

市场价格 20,000.00 14,280.11 487.10 

浪潮集团有

限公司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车辆

费 

市场价格 11,000.00 5.80 10,402.36 

浪潮集团下

属其他关联

方 

服务器、存储

及配件、技术

开发服务、车

辆费 

市场价格 10,000.00 1,071.32 6,200.32 

小计 220,010.00 46,212.29 238,04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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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浪潮集团及

下属其他关

联方 

收取房租及物

业费 
市场价格 800.00 123.03 501.00 

承租 

浪潮集团及

下属其他关

联方 

支付房租及物

业费 
市场价格 3,500.00 667.59 2,262.1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软件）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1994 年 11 月 7 日，注册资本 32,409.8753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东

风，注册地址为泰安市虎山路中段。公司主营业务为通信及计算机软硬件技术

开发、生产、销售；通信及计算机网络工程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通信工程施

工总承包；资格证书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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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85,375.50 万元，净资产

212,400.34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2,889.76 万元，净利润-8,614.95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浪潮软件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件集团）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00 年 5 月 11 日，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方，

注册地址为济南市高新区科航路 2877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营

业务为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增值电信业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部设备、无线数据终端、智能电视、一体机、电视接收机顶盒、自助

终端产品、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及服务、技术转让；

软件开发；网络工程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运行维护；系统集成；信息系

统咨询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通信工程施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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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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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889,759.31 万元，净资产

207,201.95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4,169.46 万元，净利润 4,546.87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软件集团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云服务）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2 日，注册资本 9,769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方，注册

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浪潮科技园 S06 号楼，公司类型为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云计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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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300,041.62 万元，净资产

23,590.17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4,874.78 万元，净利润 4,554.28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浪潮云服务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数据）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6 年 1 月 4 日，注册资本 14,297.6744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磊，

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浪潮科技园 S05 楼 S311 室，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公司主营业务为数据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软件及设备的研发、销售

和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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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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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08,528.28 万元，净资产

88,791.96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0,177.29 万元，净利润-9,483.37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浪潮数据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五）数字云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云端）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注册资本 100 万新台币，法定代表人为崔卫，

注册地址为新北市板桥区新站路 16 之 1 号 30 楼，经营事项主要包括：资讯软

体批发业、电脑及事务性机器设备批发业、电信器材批发业，但不得经营电信

事业核心网络设备（如交换、传输设备）之批发事务、电子材料批发业、电池

批发业、资讯软体服务业，以及电子零组件制造业。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5,224.54 万元，净资产

3,209.57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490.32 万元，净利润 362.55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数字云端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六）INSPUR RU CO.，LTD（以下简称：浪潮俄罗斯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注册资本为 10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俄罗斯莫斯

科市。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18,431.41 万元，净资产-

283.09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113.51 万元，净利润-10.86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浪潮俄罗斯公司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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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七）INSPUR TECHNOLOG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

浪潮印度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 8760 万卢比，注册地址为 1215 

Galleria Tower,DLF phase 4, Gurgaon HR 122009 IN。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22,820.19 万元，净资产-

1,906.74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251.98 万元，净利润-1,406.74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浪潮印度公司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八）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为 82,121.86 万元，注册登记日期为 1989 年 2 月 3 日，法定代表

人为邹庆忠，注册地址为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公司主营范围为商用密

码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计算机及软件、电子及

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生产、销售；许可证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电器机械、五金交电销售；计算机应用、出租及计算机人员培训服务；智能化

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集成电路、半导体发光材料、管芯器件及

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施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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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980,208.15 万元，净资产

201,453.37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284.78 万元，净利润 22,540.93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目前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36.52%的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一）项的规定，浪潮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九）山东华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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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29 日，注册资本 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金，注册

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 A2-3 第 16 层 1601 室，公司类型为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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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8,070.33 万元，净资产

5,996.73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6,641.89 万元，净利润-1,023.57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东华芯为公司参股公司（10%）。本公司原副总经理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 第（二）项的规定

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十）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投） 

1、基本情况 

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法定代表人为郑昕，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 998 号综合办公楼 1 楼，企业

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设计、开发及销售；计

算机系统集成；云计算平台、云计算应用、云计算服务；计算机辅助设备的销

售；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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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5,217.89 万元，净资产

2,350.98 万元，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7,259.48 万元，净利润 203.83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与本公司最终同受浪潮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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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与浪潮集团签订有《日常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协议规定公司与浪潮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须遵循相互支持、等价有偿、公平自愿的基本原则，杜绝了关联交易可能

发生的价格不公正或条件不公平的情形。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合同协议，交易公平

合理，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同时公司与

上述关联方之间长期、良好的合作也降低了彼此的磨合成本，有利于发挥协同

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是确切必要的，且

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况下，将会持续开展与它们之间的公平、互惠的合作。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市场化运作方式下进行的，

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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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张磊、袁安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和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项议案的投票权。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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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

正常交易事项，发生的交易事项均属合理、必要，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客观公

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保荐机

构对公司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