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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合同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  

2. 合同虽已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尚在合同履行阶段，如遇政策、市场环境、

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 2022 年 1 月 10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公司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车”）

签署的日常经营类合同订单累计含税金额 159,693,759.12 元，占公司 2021 年度

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5.36%。上述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年

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2 年度损

益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检修服务，

是轨道交通车辆设备制造行业的上游。下游客户以整车制造商和运营单位为主，

我国现阶段轨道交通车辆整车行业已形成以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单位为主的轨道

交通机车车辆制造商和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各铁路局为主的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市场格局，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单位已然成为国内整车制造

的主力，占据了国内整车制造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故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单位

是公司最主要的客户之一。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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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签订日常经营销售合同，所涉业务主要包

括销售电源类、智能控制类、电机风机类及其配附件产品和提供产品检修维保

服务。自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公司与中国中车控制的

下属单位已签订并正式生效的合同金额累计达 159,693,759.12 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的 55.36%%。 

以上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因受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数量较多，此处仅列出控制主体的基本信息，

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信息如下： 

1．企业名称：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9930X  

3．注册资本：2,300,00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孙永才 

5．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 号楼  

6．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经营管理、资本运营、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及资产受托管理；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新能源、

节能环保装备的研发、销售、租赁、技术服务；铁路机车车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铁路起重机械、各类机电设备及部件、电子设备、环保设备及产品的设

计、制造、修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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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单位不存

在关联关系，上述合同签署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对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销售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金额（万元） 占公司当年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 

2021 18,825.39 63.95% 

2020 16,752.79 52.72% 

2019 24,331.94 62.50% 

（四）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中车及其下属单位信誉良好，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

义务的能力，所述交易对手方由中国中车实际控制，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约方、合同金额、合同标的及签署时间汇总情况详见附表一。 

2. 定价依据：货物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以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

向公司及子公司下达的采购单上的价格为准。 

3.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和条件以采购订单的约定为准。 

4. 生效条件及履行期限：合同自双方签名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按照双

方正式合同内规定的为准。 

5. 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对延迟交货、质量责任等作出了明确约定，同时

对于双方权利义务、不可抗力、争议的解决方式等作出约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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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签订具体订单合同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合

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2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2022 年度损益的影响情况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 

受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现状、竞争格局及下游应用领域的特点决定了中国

中车及其控制的下属单位是公司的主要大客户之一。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与客户

签订订单，充分体现了公司与客户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产品获得客户

端的认可，有助于巩固公司的市场竞争地位。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公司自身业

务特征和行业属性，具有合理性，因此上述合同的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

立性。同时，公司也时刻关注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将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巩固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和产品领先优势，深入挖掘现有优质客户潜力并加大

新客户开拓力度。 

五、风险提示 

合同虽已签署并正式生效，但尚在合同履行阶段，如遇政策、市场环境、

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如中国中车

及其下属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财务状况出现恶化，将会对公司

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

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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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签署的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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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

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累计金额 

合同 

标的 
合同签订日期 

公司

及子

公司 

北京北九方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7,278,730.00  

电源类、

智能控制

类、电机

风机及其

配附件产

品和检修

维保服务 

2022.1-2022.11 

沧州中车株机轨道装备服务有限公

司 
6,221,800.00  2022.6 

广州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98,620.00  2022.12 

湖南智融科技有限公司 5,855,700.00  2022.6-2022.12 

南宁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4,900.00  2022.4 

上海中车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402,709.00  2022.1 

石家庄国祥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16,352,825.85  2022.3-2022.12 

天津中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461,336.06  2022.1-2022.7 

武汉中车电牵科技有限公司 80,056.60  2022.7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6,436,048.37  2022.1-2023.1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417,230.78  2022.5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388,400.00  2022.4-2022.12 

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 8,057,470.65  2022.10-2022.11 

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 7,767,169.30  2022.1-2023.1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13,560.00  2022.8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 
2,062,252.98  2022.9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158,200.00  2022.8 

中车物流有限公司 11,118,754.78  2022.3-2023.1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1,267,377.49  2022.10-2022.12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21,753,908.02  2022.3-2022.11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电气设

备分公司 
35,155,707.80  2022.6-2022.12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机车运

用保障服务分公司 
7,018,455.00  2022.1-2022.12 

株洲中车奇宏散热技术有限公司 298,800.00  2022.8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9,468,866.44  2022.4-2022.12 

资阳中车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554,880.00  2022.5-2022.10 

总计 159,693,759.12      

 

注：以上所统计公司与中国中车控制的下属单位的合同金额均为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公司已签署并正式生效合同的累计总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