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95         证券简称：福昕软件        公告编号：2023-004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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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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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900 万元，关联董事翟浦江、George Zhendong Gao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

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等关联交易遵

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会对公司及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董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3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2年度与

关联人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 2022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原因 

提供劳务和

技术授权 

福昕鲲鹏（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200 0.72%  -     - - 

2022 年度因新

冠疫情，市场开

拓工作以及市场

需求皆受到较大

影响，未发生采

购和销售，或发

生额较小。 

2023 年度，公司

计划进一步增加

市场拓展力度，

公司根据市场预

测情况预计了采

购和销售计划。 

湖南文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00 0.36%  -    - - 

北京鸿文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 
100 0.36%  -    - - 

江苏敏行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00 0.36%  -     3.74 0.01%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 
100 0.36%  -    - - 

接受劳务和

技术授权 

福昕鲲鹏（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300 10.92%  -    -  -    

北京鸿文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 
100 3.64%  -    -  -    

江苏敏行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00 3.64%  -    -  -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

系统有限公司 
100 3.64%  -    -  -    

接受委托代

为销售其商

品 

福昕鲲鹏（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300 100%  -     22.13 100% 

委托销售商

品 

福昕鲲鹏（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300 1.76%  -    18.53 0.11% 

湖南文盾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00 0.59%  -     15.04  0.09% 

合计 1900 - - 59.44 -   

备注：1、2022 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及相关数据比例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发生交

易金额以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下同。 

      2、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



  

   

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进行额度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的调剂），总额不超过预计金额。具体交易

金额及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基于 OFD 标准的版式文档相

关产品，与公司基于 PDF 标准的产品不同。公司预计同时存在关联销售和关联

采购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在销售推广过程中，公司以及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的客户可能存在不同标准版式文档产品的需求，为满足客户的需求而向

关联人进行采购或者销售。 

（三）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2年度

预计金额 

2022年度与

关联人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原因 

提供劳务和技术

授权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  

2022 年度因新冠疫情，市场开拓

工作以及市场需求皆受到较大影

响，未发生采购和销售，或发生

额较小 

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北京鸿文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00  

江苏敏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3.74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00  

接受劳务和技术

授权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  

北京鸿文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00  

江苏敏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00  

接受委托代为销

售其商品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 22.13 

委托销售商品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 18.53 

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 15.04 

合计 1,900 59.44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067505330 

注册资本：6,653.369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 号(科技财富中心)B 座 8 层 B803 

法定代表人：许承滨 

成立日期：2014 年 09 月 12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计

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软件开发；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翻译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

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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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687403876F 

注册资本：1,06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金马路 377 号福天兴业大楼综

合楼 301 房 

法定代表人：张妲 

成立日期：2009 年 04 月 01 日 

经营范围：应用软件、计算机硬件的开发；计算机网络平台的开发及建设；

软件技术服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

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咨询；提供档案咨询、整理、保护、

寄存、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计算机零配件、软件、

办公设备耗材的零售；计算机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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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北京鸿文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2L95G 

注册资本：12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水园 4 号楼 3 层 2 单元 308B 

法定代表人：谢丹 

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产品设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数据处理（数

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企业管理

咨询；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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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江苏敏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4567206659J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1 号楼 1402 室 

法定代表人：周庆军 

成立日期：2011 年 1 月 6 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开发、计算机软件研发、教育软件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日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的销



  

   

售及售后服务；数据处理服务；多媒体产品设计、开发、销售；摄影摄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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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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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5、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86725013Y 

注册资本：3,679.41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22 号江苏软件园徐庄孵化研发中心

国际研发区 1 号楼 3-4 层 

法定代表人：卢苗 

成立日期：2009 年 5 月 4 日 

经营范围：医疗行业的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开发、销售、应用及相关技术

咨询和技术服务；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开

发、咨询和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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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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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1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公司持有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4.2975%

的股权，且公司董事翟浦江先生同时担任其董事。 

2 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湖南文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的股权，且公

司董事翟浦江先生同时担任其董事。 

3 北京鸿文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福州海峡昕盛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北京鸿文时代科技

有限公司 28%的股权。 



  

   

4 江苏敏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江苏敏行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20%的股权。 

5 
南京海泰医疗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南京海泰医

疗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0.256%的股权。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

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委托关联人销售商品、接受关联人委托

代为销售其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以及技术授权，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

合市场价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

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存在长期、良好的合作

伙伴关系，在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

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选择的合作关联人均具备良好的商业信誉，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

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而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同类交易中占比较低，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上述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

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决策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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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

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