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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2-018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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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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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简称“公司”或“中控技术”）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8,636.00 万元，

关联董事金建祥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4 月 9 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实际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法人采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接受劳务、承租支付租

金及出租等，是充分利用关联法人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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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司股东权益最大化，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相

关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

的利益。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事前认可

意见：经核查，公司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

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结

算，该类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无影响，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

初至披

露日与

关联人

累计已

发生的

交易金

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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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采购

商品及

劳务 

中控睿芯 1,400.00 0.42% 95.11 569.52 0.17%  

国利网安 500.00 0.15% 83.89 154.96 0.05%  

蓝卓工业互

联网 
10,000.00 3.02% 1,142.39 2,251.59 0.68% 

因智能制造

业务发展，

采购相关软



 3 

件平台和服

务增加 

全世科技 2,000.00 0.60% 62.62 1,965.97 0.59%  

中控教仪 600.00 0.18% - 123.1 0.04%  

源创智控 100.00 0.03% - 34.16 0.01%  

小计 14,600.00 4.40% 1,384.01 5,099.30 1.54%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及

劳务 

蓝卓工业互

联网 
500 0.11% 2.21 14.16 0.00%   

全世科技 100 0.02% 2.65 30.76 0.01%   

中控教仪 1,200.00 0.27% 117.56 492.85 0.11%   

中控研究院 250 0.06% 40.84 39.27 0.01%   

中控信息 5,000.00 1.11% - 268.53 0.06% 

因公司 PLC

产品向轨道

交通、污水

处理等智慧

城市方向拓

展，预计销

售额增加 

源创智控 100 0.02% - 4.59 0.00%   

上海新华控

制 
50 0.01% - - -   

可胜技术 5,000.00  1.11%      0.42  0.00%  

因太阳能热

发电业务增

长，向公司

采购部件及

加工服务增

加 

嘉兴市工业

互联网 
400 0.09% - - -   

小计 12,600.00 2.80% 163.26 850.58  0.19%   

承租 

中控产业园

区 
1,200.00 86.05% 99.97 1,133.09 81.26%  

小计 1,200.00 86.05% 99.97 1,133.09 81.26%  

出租 

中控睿芯 80.00 3.01% 9.13 39.28 1.48%  

全世科技 83.00 3.12% - 64.58 2.43%  

中控信息 8.00 0.30% - - 0.00%  

中控教仪 3.00 0.11% - 3.02 0.11%  

可胜技术 6.00 0.23% - - 0.00%  

深蓝数智 3.00 0.11% - 3.02 0.11%  

国利网安 3.00 0.11% - 3.02 0.11%  

源创智控 50.00 1.88% 10.26 - 0.00%  

小计 236.00 8.88% 19.39 112.92 4.25%  

注：上表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1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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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及

接受劳

务 

中控睿芯 800.00 569.52  

国利网安 190.00 154.96  

蓝卓工业互联网 5,000.00 2,251.59 业务需求变化，实际采购额减少 

全世科技 7,000.00 1,965.97 业务需求变化，实际采购额减少 

国利信安 250.00 9.43  

中控信息 20.00 0.00  

中控教仪 500.00 123.10   

小计 13,760.00 5,074.57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及

劳务 

国利信安 800.00 181.92  

国利网安 170.00 0.35  

蓝卓工业互联网 1,500.00 14.16 业务需求变化，实际销售额减少 

全世科技 290.00 30.76  

中控教仪 450.00 492.85  

可胜技术（原中控

太阳能） 
1,250.00 0.42  

中控研究院 30.00 39.27  

中控信息 5,000.00 268.53 业务需求变化，实际销售额减少 

源创智控 100.00 4.59  

中控睿芯 440.00 -  

小计 10,030.00 1,032.85  

承租 

中控产业园区 1,430.00 1,133.09  

小计 1,430.00 1,133.09  

出租 

中控睿芯 80.00 39.28  

全世科技 83.00 64.58  

中控信息 8.00 0.00  

中控教仪 3.00 3.02  

可胜技术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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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内数据系四舍五入导致存在尾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中控睿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中控睿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MA2CDD8D5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209 号第四幢 2 楼 B 区 

法定代表人 王为民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股东情况 上海立格仪表有限公司持有 51%、中控传感持有 49% 

成立日期 2018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传感器、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销售；单

晶硅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差压传感器、智能型变送器生产；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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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中控睿芯是公司参股子公司。 

2、国利网安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国利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MA2AJGY70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菖蒲路 150 号(1-1-179)室 

法定代表人 庄开宇 

深蓝数智 3.00 3.02  

国利网安 3.00 3.02  

源创智控 50.00 -  

小计 236.00 1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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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235.7143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智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4.28%、宁波利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 24.28%、宁波芸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6.99%、 

宁波控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5.38%、国投（宁波）科

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5.05%、宁波

斯佰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02%、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雅瑞悦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2.00% 

成立日期 2018 年 5 月 4 日 

经营范围 

工业信息安全技术、智能化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设备、防雷技术、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

技术、工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工业安全仪表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工业信息安全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

仪器仪表、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制造、加工；建筑工程、防雷

工程、自动化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机电安装工程【除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的设计、施工；计算机软硬件、自动化设备、仪器仪

表、电子产品、机器人、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及网上经营以及其他

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

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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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国利网安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3、蓝卓工业互联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MA2AJGY97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菖蒲路 150 号(1-1-180)室 

法定代表人 谭彰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智芸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持有 45%、宁波域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 22.5%、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1.25%、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 宁

波控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7.5%、国投（宁波）科技成

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75% 

成立日期 2018 年 5 月 4 日 

经营范围 
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数字技术、计算机软件、应用软件、互联网

技术、物联网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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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的批发、

零售及网上经营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

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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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蓝卓工业互联网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4、全世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全世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X02N8R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一幢（北）三楼 B3155 室 

法定代表人 赖晓健 

注册资本 6,300 万人民币 

股东情况 

杭州泗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40.80%、中控技术持

有 25.60%、杭州熙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3.60%、

杭州泊晶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0%、宁波欧迅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 10.00% 

成立日期 2016 年 3 月 1 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

系统集成、仪器仪表、自动化设备；生产：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

自动化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自动化设备；承接：

计算机网络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凭资质经营）；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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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全世科技是公司参股子公司。 

5、中控信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中控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7612610R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352 号 2 号楼 23-2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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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章如峰 

注册资本 14,446 万人民币 

股东情况 

杭州汇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1.8525%、浙江正泰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17.9792%、宁波云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1420%、杭州智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7753%、杭

州富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杭州浩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6.1476%、浙江浙大大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785%、张伟宁 0.5248% 

成立日期 1999-10-24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

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数据处理服

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物业管理；

创业空间服务；规划设计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环保咨询服务；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管理；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交通设施维修；电气信号

设备装置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

售；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电气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轨道交通通

信信号系统开发；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

系统及部件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高铁设备、配件销售；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销售；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资源管

理；物联网应用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网络技术服务；互联

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衡器制造；衡器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互联网信息服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公路管理与养护；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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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关联关系：公司监事程昱昊先生过去 12 个月内担任中控信息董事。 

6、可胜技术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可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5561736010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2 号大街 501 号 1-2603 

法定代表人 金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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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6,911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湖州煜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4225%、西子清洁能源装

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1.1590%、杭州太一天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9.8844%、杭州意知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6433%、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7556%、杭州煜辉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4125%、湖州紫晶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1989%、湖州吴兴湖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4.0355%、杭

州复恒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3225%、金建祥 2.2296%、

杭州汉骅聚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9620%、钟国庆 1.5626%、

宁波复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483%、杭州华睿嘉银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768%、日照煜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2003%、郁宇新 1.1159%、宁波市江北东南发展公司

1.1159%、杭州金投智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1159%、

湖州臻石众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640%、北京盛景未

名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640%、宁波融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0.851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0.7741%、张稼捷 0.7432%、杭州晶希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0.7432%、杭州晶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7432%、湖州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6384%、陈增兵

0.6351%、杭州敦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5611%、浙江

汉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4256%、衢州瑞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0.4256%、杭州赤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0.3939%、

杭州慈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3830%、张帜 0.3378%、

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 0.2554% 

成立日期 2010-05-19 

经营范围 

太阳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及服务，机电设备的生产、安装，机电成

套设备的销售、安装及服务，机电工程安装、施工，电站成套设备的

销售、安装及服务，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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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可胜技术是公司副董事长金建祥先生控制的企业。 

7、中控教仪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中控科教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9920921G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 307 号 1 幢 6 层 

法定代表人 杨正春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人民币 

https://www.qcc.com/pl/p8d629797636d3b55b03eac289cc8f85.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59035dca22e873fd393ba81151accc.html
https://www.qcc.com/firm/cc59035dca22e873fd393ba81151accc.html
https://www.qcc.com/firm/1a327874ef0db8f7d63a66adba6dff93.html
https://www.qcc.com/firm/1a327874ef0db8f7d63a66adba6dff93.html
https://www.qcc.com/firm/77416c8e0986c8b19b4468c0219b3b95.html
https://www.qcc.com/firm/2d990d7f73993a3297362a08d6fd87da.html
https://www.qcc.com/pl/pa9daca592e3931972ac31c7984fd5aa.html
https://www.qcc.com/firm/9f64c206e1fa2968fa4c288b4f9995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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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情况 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3.3333%、杨正春 18.3333%、肖小斌 8.3333% 

成立日期 2002-06-04 

经营范围 

科教仪器设备、智能机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配件

及耗材的生产、销售，综合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限止或禁止的除外）。 

（2）关联关系：中控教仪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8、中控研究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中控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71611611H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杭州市六和路 309 号中控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 张伟宁 

注册资本 10,05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至控科技有限公司 100% 

成立日期 2007-12-2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

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

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通用应用系统；智能仪器仪表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研发；智能农业管理；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

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大气污染治理；农业机械服务；电子元器

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通用设备修

理；专用设备修理；仪器仪表修理；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

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海洋工程装备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智能基础制

造装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软件销售；肥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金建祥在中控研究院担任董事。 

9、中控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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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控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H1U6K5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 307 号 1 幢 23 层 2305 室 

法定代表人 王琛琦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致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0%、浙江昌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0%、浙江创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 

成立日期 2019-12-31 

经营范围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受托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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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联关系：中控产业园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0、深蓝数智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杭州深蓝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B01UX4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 307 号 1 幢 5 层 502 室 

法定代表人 谭彰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成立日期 2017-12-28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数字技术、计算机

软件、应用软件、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计算机系统集成；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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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深蓝数智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11、源创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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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江源创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8X9459A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六和路 307 号 2 幢 22 层 2201 室 

法定代表人 贾勋慧 

注册资本 1,575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杭州怀信安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5.08%、杭州源创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23.81%、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6.35%、

源创智控（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76% 

成立日期 2017-08-23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基

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

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物联网应用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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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关联关系：源创智控是公司参股子公司。 

12、上海新华控制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0781755131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丁楼 7067 室 

法定代表人 刘天鹏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股东情况 

上海新华控制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84%；栾广富 6%；陆彬 1%；

张爱军 0.5%；马骏 0.5%；胡晓明 0.5%；王维建 0.5%；闫昊宇 0.5%；

朱文斌 0.5%；杨春锋 0.5%；曾润 0.5%；肖家胜 0.5%；王福成 0.5%；

杜军 0.3%；刘晓霞 0.3%；陈键 0.3%；蒋杰 0.3%；李昌军 0.3%；

吴新龙 0.3%；郑麟松 0.3%；王步俊 0.3%；田春伟 0.2%；金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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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王明园 0.2%；周邦彦 0.2%；刘伟 0.2%；黄红梅 0.2%；沈

朝晖 0.2%；黄滔 0.2% 

成立日期 2013-09-18 

经营范围 

自动控制系统、仪器仪表、高低压电器、DCS 控制装置、环保控

制系统、电液控制系统、轨道交通控制系统、节能优化装置的技

术开发、系统集成、销售及自动化控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IC 卡设计及开发，

计算机系统集成、机电设备安装，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智能建筑，公共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建筑

自动化，机电工程（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电子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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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一年内直接持股 5%以上法人股东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13、嘉兴工业互联网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兴市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1MA2JGXDH7K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昌盛南路 36 号 16 幢 401 室 

法定代表人 2021-04-16 

注册资本 1,575 万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 
浙江蓝卓工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1%、浙江浙华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20%，中控技术 19% 

成立日期 2021-04-16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

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控

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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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嘉兴工业互联网是公司参股子公司。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经

营风险。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 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销售商品及货物、提供劳

务及接受劳务、承租支付租金与出租等，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

格进行协商确定，最终价格通过市场化竞争或综合考虑人工、采购、税费等各项

成本，结合市场定价及公司正常盈利空间确定最终定价，与非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没有实质性差异。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各项交易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结合市场

价格进行协商确定，并与所有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事项及价格

予以确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法人采购销售商品、接受劳务、

承租支付租金、服务费用等，是充分利用关联法人的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高

公司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股东权益最大化，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属本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

需要，不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

法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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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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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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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