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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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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 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关联方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浙江

万马电缆有限公司、上海果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总金额不超过

7,100,000.00 元的销售等关联业务。  

公司 2021年同类销售等关联业务发生总金额为 3,501,344.69元。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珊珊、张禾阳、姚伟国进行

了回避表决，以 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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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浙江万马天屹通

信线缆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参考市

场价格 
1,500,000.00 8,357.96 10,194.69 

浙江万马电缆有

限公司 

采购

商品 

参考市

场价格 
500,000.00 

 
 

上海果通通信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参考市

场价格 
400,000.00 

 
1,179,736.75 

小计 2,400,000.00  1,189,931.44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浙江万马天屹通

信线缆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参考市

场价格 
4,200,000.00 

 
492,552.16 

浙江万马新能源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参考市

场价格 
500,000.00 

 
95,716.81 

小计 4,700,000.00 8,357.96 588,268.97 

注：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在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各关联人可做

适当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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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

联人

采购

商品 

浙江万马

天屹通信

线缆有限

公司 

采购

商品 
10,194.69 100,000.00 0.11% -89.81% 

2021年 4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

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1-022） 

浙江万马

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

商品 
113,185.13 0.00 3.38% 100% - 

上海果通

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

商品 
1,179,736.75 0.00 19.59% 100% - 

小计 1,303,116.57 100,000.00 - - -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浙江万马

天屹通信

线缆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492,552.16 2,200,000.00 0.15% -77.61% 

2021年 4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

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1-022） 

浙江万马

新能源有

限公司 

销售

商品 
95,716.81 1,500,000.00 0.03% -93.62% 

2021年 4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

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1-022） 

上海果通

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258,339.15 0.00 0.51% 100%  

上海路随

通信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1,351,620.00 0.00 2.69% 100%  

小计 2,198,228.12 3,70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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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适用）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可能发生

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需求和执行进度确

定，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上述差异均属于

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情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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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虽然

与部分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额度未进行预计，但交易总金额未超

出预计总金额且未达到审议标准，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

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正翔 

注册资本：2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金岫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光纤光缆、同轴电缆、通信及电子网络用电缆、民

用布电线、网络设备、网络器材（在许可项目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多媒

体宽带数字有线网的设计、施工；电子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及宽带网络运营

软件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咨询服务；网络系统的集成与施工；计算机软硬件、

仪器仪表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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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59,494.18 万元，负债 25,026.85万元，净资产 34,467.33万元。2021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61,751.94 万元，净利润 871.50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2、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科技大道 2159号副楼(1-2楼)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汽车充电设备（在许可项目批准的

有效期内方可经营）。电动汽车充电站的系统设计及工程施工；应用软件设计及

销售安装；销售：工业电器成套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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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后方可经营）。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3,072.70万元，负债 8,449.75万元，净资产 4,622.94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9,049.95万元，净利润-945.65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3、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金龙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街 896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力电缆、船用电缆、矿用电缆、铝合金电缆、特

种电缆、电力器材设备、架空绞线、铜铝线、防火电缆、控制电缆、架空电缆、

电气装备线；生产、销售：3KV及以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和架空电缆（生产场

所：临安市太湖源镇金岫村）； 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实业投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

力工程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输配电设备研发、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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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8,996.50万元，负债 41,167.26万元，净资产 27,829.24万元。2021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135,441.46 万元，净利润 43.58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4、上海果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亚芬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制造局路 258号 501 室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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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通信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通信设备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联网

技术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金属材料及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除砂石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销售（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财务情况：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上海果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5,500.64万元，负债 3,187.21万元，净资产 12,313.43万元。2021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43,831.31 万元，净利润 11,058.92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浙江万马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浙江万马新能源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浙江万马电缆有限公司 其他关联方 

上海果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结合上述关联方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履行合同约定，不会给公司带来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通信设备及其他产品的销售等业务，关联交易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式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

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



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3、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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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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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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