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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以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

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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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当虹科技”）于 2022

年 12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合计为 1,6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600万元人民币，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

为： 

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平、自愿的

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预计议案涉及的交易事项。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3年度

预计额度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2年 1月 1日

至 2022年 11月

30日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额

度与 2022年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接

受劳务 

华数传媒网络

有限公司 
50.00 0.21 0.19 0.00 / 

广东博华超高

清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 

50.00 0.21 2.36 0.01 / 

浙江棱镜全息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2.12 0.00 - 

新增全息相

关软硬件产

品 

小计 600.00 2.55 2.55 0.01   

向关联人出

售商品、提

供劳务 

华数传媒网络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400.00 0.96 224.61 0.54 / 

浙江华数广电

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分公司 

100.00 0.24 7.52 0.02 / 

 

广东博华超高

清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 

500.00 1.20 205.75 0.49 / 

小计 1,000.00 2.39 437.88 1.05 - 

合计 1,600.00 - 440.43 -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数字。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2022年度预

计额度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11月30日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额度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接受

劳务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

司 
10.00 0.19 /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 2.36 / 

小计 10.00 2.55  / 

向关联人出

售商品、提供

劳务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500.00 224.61 

因业务需求变化

销售减少，且有部

分业务在 2022年

11 月尚未执行完

毕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分公司  

100.00 7.52 
 因业务需求变化

销售减少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 
700.00 205.75 

因业务需求变化

销售减少 

小计 1,300.00 437.88  - 

合计 1,310.00 440.43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12月 16日 

注册资本：2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鲍林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179号 B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电视剧制作;建

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演出经纪;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兽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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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影摄制服务;摄像及视频

制作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智能控制系

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网络设

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家政服务;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

销售代理;软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办公

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化妆品批

发;化妆品零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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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1,259,260.86 万元，净资产为 751,907.0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80,314.95

万元，净利润为 54,879.33 万元。 

2、公司名称：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11 年 7月 29日 

注册资本：120,478.4521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陆政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179号 E座 11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广播电

视视频点播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

经营；电视剧制作；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互联网游戏服务；食

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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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

技术服务；电影摄制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人

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养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

健身休闲活动；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家政服务；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广播影视设备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

输设备销售；广播电视设备专业修理；网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

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

销售；销售代理；软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

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服

装服饰零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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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900,828.77 万元，净资产为 428,166.60 万元，营业收入为 345,093.54 万

元，净利润为 23,025.28 万元。 

3、公司名称：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 年 5月 15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伟民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 9号创投大厦 37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超高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高新技术创业孵化，投资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电子产品，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3,825.56 万元，净资产为 3,589.27 万元，营业收入为 1,268.73 万元，净

利润为 256.89万元。 

4、公司名称：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 8月 10日 

注册资本：2,214.767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发根 

注册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江淑路 736 号 18 楼

18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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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

动终端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

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

作；票务代理服务；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

发；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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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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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为 6,908.22 万元，净资产为 3,545.8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381.79 万元，净

利润为-329.36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

号 
关联人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股东浙江华数传媒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 

2 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董事（方芳女士） 



3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谭亚女士担任其董事 

4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谭亚女士担任其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将就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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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相关关联方

销售视频处理/户外电子大屏、8K超高清视频编解码等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

向相关关联方采购全息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等，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

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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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相关关联方销售视频处理/户外电子大屏、8K超高清视频编解码等相

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向相关关联方采购全息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等，该等关

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价以及客户定制

需求确定。此外，借助相关关联方所在地区的团队与资源，可解决距离产生的效

率问题，更好为所在地的客户服务，进而推广公司现有业务。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与相关关联方在产业链上存在协同及

互补关系，向相关关联方销售商品有助于加强对市场的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因此公司向相关关联方销售商品、与相关关联方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的交

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依据

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价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该等关联

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3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相关关联方基于经

营需要采购公司产品，以及公司基于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方采购，该

等关联交易均系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公司与相关

关联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相关

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当虹科技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当虹科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上

述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当虹科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均为当虹科技开展日常经营活动

所需，未损害当虹科技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当虹科技独立性产生影响，

当虹科技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同意当虹科技上述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

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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