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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

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迅”、“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迅”或“公司”）拟向深圳

市奥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电高压”）采购配电设备，接受深圳市奥

华源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华源”）工程设计和总包等综合服

务，向奥电高压和奥华源出租办公场地，预计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交

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600万元。奥电高压及奥华源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之

企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22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廖晓霞

女士、黄昌礼先生、张翠瑛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上述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并出具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4月25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关联监事袁亚松

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此项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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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上 年 发

生 金

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奥电高压 配电设备 市场价格 4300 88.34 1,875.38 

小计 - - 4300 88.34 1,875.3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奥华源 

工程设计

服务、总包

服务 

市场价格 1050 483.97 498.90 

小计 - - 1050 483.97 498.90 

向关联人出

租办公场地 

奥电高压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200 41.02 164.09 

奥华源 房屋租赁 市场价格 50 7.29 29.14 

小计 - - 250 48.31 193.23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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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金额

与预计

金额差

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奥电高

压 
变压器 1,875.38 2,300 90.75% 424.62  

2021 年 4 月

28 日，巨潮

资讯网《关于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21）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奥华源 
工程设

计服务 
498.90 1,450 28.16% 951.10  

向关联

人出租

办公场

地 

奥电高

压 

房屋租

赁 
164.09 200 6.27% 35.91  

奥华源 
房屋租

赁 
29.14 50 1.11%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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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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是双方可能签订的合同的上

限金额，是基于 2021 年经营计划作出的预计。2021 年受疫

情反复影响，根据市场经营情况，双方实际需求下降，具

体合同执行进度也相应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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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对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以及

实际发生情况进行了审阅，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应了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情况。2021 年受疫

情反复影响，根据市场经营情况，双方实际需求下降，具

体合同执行进度也相应减缓，故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较大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市奥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廖晓霞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变压器、高压断路器、互感器、调压器、阻抗

器、限流器、高压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大功率整流器的研发、销售自行研发的

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预装式变电站、高低压开关、传感器的研发、销售（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变压器、高压断路器、互感器、调压器、阻抗器、限流器、高

压负荷开关、隔离开关、大功率整流器的生产。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奥电高压总资产为79,809,320.21元，净资产为

-20,794,345.14 元；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897,508.89 元，实现净利润

-3,857,493.2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奥电高压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深圳市奥华源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十一层A区 

法定代表人：廖晓霞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力工程设计咨询；销售工程施工材料、电线

电缆、机电产品及配件；办公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



4 

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劳务派遣。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奥华源总资产为 8,155,391.85 元，净资产为

-1,171,412.09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630,509.79元，实现净利润-1,754,405.5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奥华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奥电高压及奥华源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之企业，前述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项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

营所需，目前不存在导致公司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展的可能

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品：公司向关联方奥电高压采购变压器，交易价格

参照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公司与奥电高压协商确定；采购合同经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公司接受奥华源公司提供的电力工程设计、总包服

务，合同价格由公司与奥华源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工程完工后，根据双方核

定的实际工程量以及合同约定的价格结算。 

向关联方出租办公场地：公司向奥电高压和奥华源出租办公场地用于其办

公，按照市场价格向奥电高压和奥华源收取租金。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向奥电高压公司采购配电设备，主要用于电动汽车充电站等相关

建设；接受奥华源公司提供的电力工程设计服务、总包服务，主要用于集约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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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共充电站的设计及总包工程，有利于交易各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公司向奥电高压和奥华源出租办公场地，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关联交易

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的利益，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

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万达先生、张宏图先生、李立女士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出具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2022年度拟与深圳市奥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奥华源电力工程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我们同意深圳奥特迅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公司在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进行关联交易，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万达先生、张宏图先生、李立女士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向关联方采购设备产品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

务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向奥电高压和奥华源出租办公场地属于正

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的规定。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违规

情形。 

六、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关联监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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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表决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相

关制度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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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伍春雷                         伏江平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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