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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唯一网络”)及其子公司和公司关联方会发生日常经营业务往来，2022

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81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唯一网络与厦门帝恩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司、福州睿

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810

万元。2021 年度累计发生 653.14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

联董事王宇杰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唯一网络及其子公司与

关联方预计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元）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厦门帝恩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IDC产品 市场价 3,050,000.00   239,629.51 2,908,955.94 



福州睿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 IDC产品 市场价 1,000,000.00 425,810.88 2,056,265.53 

小计   4,050,000.00 665,440.39 4,965,221.47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厦门帝恩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市场价  2,150,000.00   243,635.85 433,778.29 

深圳市智象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 

技术服务费 市场价 1,000,000.00 0 0 

小计   3,150,000.00 243,635.85 433,778.29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广东网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租金 市场价 900,000.00   386,000.00    830,617.44 

合计 - - 8,100,000.00    1,295,076.24 6,318,112.78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元） 

 预计金额

（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厦门帝恩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IDC 基

础服务 
2,908,955.94 3,500,000.00   0.25% -16.89% 

巨 潮 资

讯网《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的 公

告》（公

告编号：

2021-02

0） 

广东网堤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IDC 基

础服务

和其他 

213,325.45 350,000.00   0.02% -39.05% 

福州睿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IDC 基

础服务 
2,056,265.53   4,000,000.00   0.17% -48.59% 

小计  5,178,546.92 7,850,000.00 - -34.0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深圳市智象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服

务费 
0 2,000,000.00   0.00% -100.00% 

厦门帝恩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服

务费 
433,778.29 450,000.00   0.04% -3.60% 

小计  433,778.29 2,450,000.00 - -82.29%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广东网堤信息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防

护产品 
0 2,200,000.00   0.00% -100.00% 

青松智慧（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系

统和服

务 

88,495.58 1,000,000.00 0.01% -91.15% 



小计  88,495.58 3,200,000.00 - -97.23%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广东网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

租金 
830,617.44   900,000.00   100.00%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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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与关联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

况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进行预计，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

的差异。 

2、公司 2021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利益。公司后续的关联交易预计应谨慎预测，尽量缩小预

计和实际发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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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顺应市场变化，

对业务进行合理调整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未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且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应

进一步提高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避免出现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万元）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住所 

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郑彬彬 3,338.31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

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互联网

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互联网域名注册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整机制造(仅

限有资质的商事主体代为加工)；计

算机零部件制造(仅限有资质的商

事主体代为加工)；计算机外围设备

制造(仅限有资质的商事主体代为

加工)；其他计算机制造(仅限有资

质的商事主体代为加工)。 

厦门市软件园三

期诚毅北大街 65

号 702 单元 



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王宇杰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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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

及通讯设备租赁；网络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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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东莞市南

城街道黄金路 1

号天安数码城 2

栋 1 单元 410 室

03                                                                                                                                                                                                            

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

司 
崔洪民 1,275.92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编程；计

算机软件设计；计算机数据库，计

算机系统分析；提供计算机技术服

务；经营电子商务；从事信息技术、

电子产品、生物技术、化工产品、

建筑建材、机械设备等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

光电产品、半导体、太阳能产品、

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

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智能交

通产品的研发、道路交通设施的上

门安装、研发与销售；会议公共广

播设备、航空电子设备、测试设备

的技术开发及销售。 

深圳市南山区粤

海街道高新区社

区高新南四道

021 高新工业村

R1-B 栋 2 层 202 

福州睿长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鄢翔 1,568.18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其他专

业设计服务；应用软件开发；基础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

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百货零

售；其他通讯设备批发；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零售；其他机械设备及

电子产品批发；其他电子产品零售；

第二类数据通信业务；信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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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福州软件园 B

区 11号楼 414室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1、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167.32 

负债总额 677.14 

净资产 2,490.1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253.89 

营业利润 47.70 

净利润 48.69 

备注：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其公开

披露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 2021 年度数据。 

 

2、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376.99 

负债总额 4,900.67 

净资产 476.32 

项目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34.73 

营业利润 -56.27 

净利润 -56.27 

 

3、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92.59 

负债总额 450.22 

净资产 642.37 

项目 2022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74.53 

营业利润 -390.17 

净利润 -389.70 

 

4、福州睿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5.39 

负债总额 180.79 

净资产 494.60 

项目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1,557.83 

营业利润 -180.00 

净利润 -166.61 



（三）关联方关系概述 

王宇杰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王宇杰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王宇杰先生实际控制的厦门帝恩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广东网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另外由于深圳市智象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睿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参

股公司，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将其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交易价格均遵循

公平、合理、自愿、有偿的市场定价原则，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结合

实际成本等因素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唯一网络及其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交易原则，与关联方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易。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需要，对公司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支

持，唯一网络及其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交易能够充分利用关联双方的产业优势，

有利于资源整合，促进专业化管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效率最大化，是合理的、

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且金额较小，符合

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交易双方合作情况良好，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

下：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与我们进

行了充分的沟通，我们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 2022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是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因此，监事会同意该议案。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