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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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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预计的2021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

务需要，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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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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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关联交易向关联人采购产品、销售产品等，不存在需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了书面意见，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

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采购产品、销售产品等，符合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市场化原则。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

司 2021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生产经营中正常的经

营往来，是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健康

稳定发展。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交易

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相对于关联

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因此，同意

公司本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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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 2021 年数据为含税价格且未经审计；2、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0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3、预计 2021 年公司向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

售的商品主要为核心芯片，此类业务不是公司主营业务且占比较小，2020年公司此类业务

仅发生 288.47万元。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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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志骏 

注册资本 2,486.590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8-07-25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建设四路 1078号信息港五期 C座 215室 

实际控制人 王志骏 

主营业务 生产：网络设备及配件；服务：通信设备产品及配套设备、

计算机软硬件、网络设备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通信工程

安装；批发：计算机软件、硬件；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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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王志骏 5,407,672 21.75% 

https://www.qcc.com/pl/pe87af6139f3aeb1b2753ac6145f1fb2.html


2 李明伟 3,730,103 15.00% 

3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30,103 15.00% 

4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730,103 15.00% 

5 杭州芯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38,953 12.22% 

6 一村资本有限公司 1,243,413 5.00% 

7 武汉长盈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202,485 4.84% 

8 刘艾 1,079,271 4.34% 

9 梅永洪 960,311 3.86% 

10 昆山根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43,490 2.99% 

合计 24,865,904 100% 

根据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

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12 月 2021 年 3 月 31 日/ 1-3 月 

总资产 10,451.95 9,773.61 

净资产 8,590.45 8,449.21 

营业收入 2,405.39 575.75 

净利润 -2,084.81 -141.2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杜旭峰任关联方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均能正常实施并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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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方签署

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https://www.qcc.com/pl/prdb2b9261951a1f9f37fe2227191b3a.html
https://www.qcc.com/firm/964dfcc28e2ae64bb9b9f2539865dcbe.html
https://www.qcc.com/firm/b91534ae2a26a8a84f36d28524a33069.html
https://www.qcc.com/firm/e5501bab61c7c561220a47bd3738c428.html
https://www.qcc.com/firm/34b40095d476220fbd3e212a11278e8f.html
https://www.qcc.com/firm/a368c1c046440e549444543cf1c2fd94.html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杭州晨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技术服务、光通信板卡或设备等，利用公司的采购议价优势向杭州晨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核心芯片等产品，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和劳务类型由双方需

求确定。 

2、定价原则 

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没有市场价格的，由交易双方将按照以下原则确定：一是交易价格不得损害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二是接受劳务或采购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公司向任何第三方采

购相同或可替代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发生，是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所

必要的，也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降低运营和采购成本的重要方式，对公司长

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和经营业绩的稳定

增长。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公司本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