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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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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

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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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 2.79 亿元人民币，其中收入项为

1.66 亿元，支出项为 1.13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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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方已遵循

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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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 2020 年实际关联交易发生金额为 14,679.08 万元，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

次）实际发

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IDC 及 CDN

业务等 
11,165.33  11,166.22 - 

上海珩宏科技有

限公司 

SDK 合作分

成 
34.67  2.31 - 

小计  11,200.00 11,168.53 -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私有云 5,439.18  2,573.04  -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混合云 985.85  0.00  - 

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公有云 333.53  360.57  - 

北京有壹手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公有云 2.04 1.82  - 

快看世界（北

京）科技有限公

司 

公有云 1.02 0.72 - 

上海珩宏科技有

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0.34  - 

深圳市梦之舵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有云 70.75 69.93  - 

四三九九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公有云 37.74 0.00  - 

北京微云即趣科

技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0.01  - 

东方航空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0.02  - 

东方微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3.26  - 



 

 

福建鑫诺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9.25  - 

好买财富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291.60  - 

随锐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公有云 不适用 100.02  - 

小计  6,870.11 3,410.55 - 

其他 

上海珩宏科技有

限公司 

资金拆借

（利率

10%） 

100 100 - 

小计  100 100 - 

合计   18,170.11 14,679.08 - 

（三）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的经营计划，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珩宏科技有限公司、好买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随锐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梦之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为 2.79 亿元人民币，其中收入项为 1.66 亿元，支出项为 1.13 亿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杰 

注册资本 3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 年 7 月 22 日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 

经营范围  

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手机

电视分发服务、IPTV 传输服务、经营与信息通信业务相关的

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

务、设备销售和进出口业务等。 

主要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状况（单

位：人民币百万

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股东应占利润 

1,727,882 1,152,772 768,070 107,843 

2、上海珩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珩宏科技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梁智珩 

注册资本 125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8 月 22 日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杭州路 741 号 6 幢 125 室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

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维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

售，网页设计。 

主要股东 梁智珩 

财务状况（单

位：人民币万

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1.45 -89.60 21.34 -48.83 

3、好买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好买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杨文斌 

注册资本 34655.73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 年 7 月 18 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1118 号 9 楼 902 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展服务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

均除经纪），计算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 深圳市腾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财务状况（单

位：人民币万

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75,176.24 106,669.86 77,277.54 28,364.92 

4、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舒骋 

注册资本 50955.9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23 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宝盛南路 1 号院 19 号楼 1 层 101 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策划；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

设备、通讯设备、金属材料、家用电器、自行开发的产品；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产品设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人

https://www.qcc.com/firm/9a472c1948c31d5ac22688f9b30956bc.html


 

 

工智能机器人生产、维修（限分支机构）；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的租赁；组装加工手机和平板电脑（限分支机构经营）；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信息服务

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21 年 04 月 28 日）；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互联

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

医疗机械以外的内容）。（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舒骋 

财务状况（单

位：人民币万

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40,531.23 113,723.69 65,331.57 2,404.83 

5、深圳市梦之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梦之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宇韬  

注册资本 152.439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21 日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光社区南海大道 3003 号阳光华艺

大厦 1 栋 14A-01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信息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及网络产品的

技术研发、销售、技术咨询。游戏软件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

务；从事广告业务。（以上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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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 黄宇韬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企业关系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海珩宏科技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好买财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李家庆为该公司董事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李巍屹为该公司董事 

深圳市梦之舵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曾任本公司

监事的叶雨明为其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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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向关联人采购 

IDC 及 CDN 业务等。各类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定价原则，

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宗旨签署交易协议，并根据协议规定履约。 

    （五）关联交易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实际情况与关联人签署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 

三、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平、

公正、公允的市场化原则做出，为正常的持续性合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相对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财务、

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向关联人销售产品类日常关联交易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较小，公司主营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严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的情况，日

常关联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上

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价格

将以市场定价为依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

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