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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8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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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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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 4 月 28 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伟、

李旭回避表决，董事会同意 2021 年度可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详见“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 公司因正常业务发展需要，对 2021 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销售（提供劳务）或购买（接受劳务）行

为，我们将持续关注公司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中的定价方式（按招标价或市场

价），定价客观公允性，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利益。 

2)公司将部分办公场地租赁给公司关联方，是公司空置物业的正常租赁，该

租赁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使用，租赁价格将参照公司对外租赁价格，符合关联交

易价格定价公允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

利益。 

3) 同意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3、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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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因正常业务发展需要，对 2021 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销售（提供劳务）或购买（接受劳务）行

为，我们将持续关注公司在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中的定价方式（按招标价或市场

价），定价客观公允性，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利益。 

2) 公司将部分办公场地租赁给公司关联方，是公司空置物业的正常租赁，

该租赁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使用，租赁价格将参照公司对外租赁价格，符合关联

交易价格定价公允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利益。 

3)在审议以上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综上，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2021 年度可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预计金额

（元） 

2020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元）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买产

品/接受劳务 

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700,000.00 66,037.74 业务需要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69,000,000.00 16,464,180.24 业务需要 

苏州千视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 
60,120,000.00 1,691,074.46  业务需要 

广州城投佳都智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0 -    业务需要 

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 - 业务需要 

小计 144,920,000.00 18,221,292.44 
 

向关联方销售产

品/提供服务 

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150,000.00 89,312.69 业务需要 

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150,000.00 4,424.78  业务需要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32,000,000.00 6,701.32 业务需要 

广州城投佳都智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230,684.46 2,153,789.64  业务需要 

广州知识城创新创业园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2,000,000.00 275,221.23  业务需要 

广州佳迅实业有限公司 12,000,000.00 - 业务需要 

梅州佳圆智慧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 89,513.27 业务需要 

苏州千视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2,000,000.00 - 业务需要 



3 

子公司 

小计 60,530,684.46 2,618,962.93 
 

向关联方租赁房

屋 

广州佳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71,704.00 - 业务需要 

小计 571,704.00 - 
 

向关联方提供房

屋租赁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7,771,883.28 14,133,385.38 出租面积减少 

小计 7,771,883.28 14,133,385.38 
 

向关联方租赁车

位 

广州佳太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  业务需要 

小计 10,000.00 1,000.00  
 

向关联方支付物

业管理费及服务

费（含水电费） 

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6,881,881.06 5,567,204.01 承租面积增加 

小计 6,881,881.06 5,567,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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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企业名称 关联关系 性质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住所 

广州佳都汇科技

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李旭 3,002.0000 佳都集团有限公司、刘伟 

商标代理;节能管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创业空间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园区管理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程管理服务;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招投标代理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办公服务;办公设备销售;办公

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工商登记代理代办;物业管理;办公设

备耗材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营销策划 

广州市天河区天

河软件园建中路

51-53 号 505 室 

广州新华时代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监高任

职的参股

公司 

有 限 责

任公司 
杜莉 1,120.0000 

陆明媚、广州佳都信息技术

研发有限公司、杜莉 

电子产品零售;电子产品批发;软件开发;软件批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零售;电子工程设计服务; 

广州市黄埔区大

沙地东 256-258 号

自编 811 房 

广州佳都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 

董监高任

职的参股

公司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程悦 8,523.0866 

新余蓝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广州佳都科

技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如品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万携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零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集成电路设计;代收代缴水电费;商品

信息咨询服务;电子产品检测;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本公司生产的

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

术研究、开发;电子工程设计服务;电子产品设计服务;票务服务;旅客票务

代理 

广州市天河区软

件园建工路 4 号 2

楼 211-212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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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汇毅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有 限 责

任公司 
李旭 1,000.0000 

广州佳都投资有限公司、广

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房地产咨询服务;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服务

外包;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外包;劳务承揽;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

务;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

务和管理;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防虫灭鼠服务;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人才推荐;人才培训;人才择业咨询指导;人事

代理;人才引进;职业信息服务;收集、整理、储存和发布人才、职业供求

信息;职业介绍;职业指导;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

供职业介绍信息服务;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对外劳务合作;劳动保障事

务咨询服务;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服务 

广州市天河区新

岑四路 2 号（科研

办公楼）803B 房

（仅限办公） 

广州佳太科技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李旭 1,001.0000 

佳都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佳

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通信技术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广州市天河区天

河软件园建中路

51-53 号 505B 室

（仅限办公用途） 

苏州千视通视觉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董监高任

职的参股

公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非 上

市) 

李志前 2,970.0000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千视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青云智慧管

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计算机视觉相关的产品研发和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销售；安防监控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 

苏州高新区竹园

路 209 号 

广州城投佳都智

城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董监高任

职的参股

公司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黄俊锟 10,001.00 

广州市城投环境能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佳都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以及信

息电子技术服务等。 

广州市南沙区丰

泽东路 106 号（自

编 1 号 楼 ）

X1301-G8875（集

群注册）（JM） 

广州知识城创新

创业园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董监高任

职的参股

公司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刘伟 40,000.0000 

广东粤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开发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科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专利服务;市场

调研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地产中介服务;版权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技术推广服务;工商登记代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广州市中新广州

知识城凤凰三路

17号自编五栋33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90a1804-a289-4453-92e0-7d0a8c137c06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eaa2458-511b-437a-bccf-f2268c59d3d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ee1cca-4c44-4403-ab53-c45ada9458e3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9d8ee5bf97e5898d/366c8d16-73e3-4845-b3a4-9961ada097e9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9bb84e4bf8ae9949f/439500f9-ffd9-4c92-984b-af3d90575b1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3b4a64e-f18b-4b86-ba45-a70b103a76c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3b4a64e-f18b-4b86-ba45-a70b103a76c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bcca72-2035-4355-9a79-b9203d9daec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7abcca72-2035-4355-9a79-b9203d9daec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0862022d-5e48-401e-b4bf-c2253877c4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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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无形资产评估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服务;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商标服务;市政工程设计

服务;软件服务;物业管理;专业停车场服务; 

室 

梅州佳圆智慧发

展有限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其 他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周书平 50,000,000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广州市方圆乐智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批发：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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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州市梅江区三

角镇客都大道东

汇城 D2 写字楼

513 号 

广州佳迅实业有

限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法人独

资) 

李旭 3000.0000 佳都集团有限公司 

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

造;会议及展览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专利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

自有资金投资;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网络信息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技术转让服务;文化产业园的投资、招商、开发、

建设;科技产业园的投资、招商、开发、建设;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

场经营;科技中介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广州市黄埔区中

新知识城凤凰三

路 8号2号楼2213

室 

广州佳瑞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有 限 责

任公司 
李旭 100.0000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商标代理;科技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创业空间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

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咨询策划服务;企

业管理;办公服务;工商登记代理代办;园区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办

公设备租赁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

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市天河区新

岑四路 2 号(科研

办公楼)607(仅限

办公)(不可作厂

房使用) 

https://www.qixin.com/company/0862022d-5e48-401e-b4bf-c2253877c4c0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4562635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4562635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4562635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T004562635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11CB80E64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11CB80E64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11CB80E64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11CB80E64
http://ft.10jqka.com.cn/thsft/iFindService/ChainCenter/companynewmap/index?code=Q11CB80E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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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企业名称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主营业务收入

（元） 
净利润（元）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203,993,233.15 90,843,751.65 31,442,406.43 657,481.67 

广州新华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466,705.68 -66,076.36 637,216.54 -2,022,321.35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94,958,414.47 75,086,168.69 36,174,044.44 -10,690,166.49 

广州市汇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116,939.95 5,603,441.80 33,159,802.94 2,218,541.40 

广州佳太科技有限公司 5,774,447.20 -4,251,410.73 965,615.19 90,924.12 

苏州千视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92,780,567.00 81,090,831.71 47,512,669.31 -12,997,178.26 

广州城投佳都智城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4,172,849.10 20,429,251.99 10,902,575.84 17,033.02 

广州知识城创新创业园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517,424,483.84 410,943,500.51 11,112,431.36 3,275,185.84 

梅州佳圆智慧发展有限公司 157,587,958.71 40,904,761.2 0 -7,728,753.51 

广州佳迅实业有限公司 340,155,582.16 -7,289,953.80 - -2,601,057.57 

广州佳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6,724,376.94 44,765,378.28 4,160,368.79 109,682.5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市场价格执

行。关联交易价格均参考公司同类服务的对外价格，以及市场交易价格定价。关

联租赁参照非关联租户租赁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发生的销售（提供劳务）或购买（接

受劳务）行为、日常办公需要及闲置物业出租，不会对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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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