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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乾照光电”“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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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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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乾照光电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乾照光电根据实际经营发展需要，预计 2023 年 1 月-3 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将与山西高科华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

华兴”）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3 年 1 月-12 月

公司及子公司将与浙江康鹏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康鹏”）发生总金

额不超过 2,400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子议案 1.01《关于 2023 年度与

高科华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福林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

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相应的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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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以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序

号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3 年预计

金额（万

元）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已发生金额（万元） 

2022 年发生

金额（万

元） 

1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高科 

华兴
（1） 

芯片 
参考市 

场价格 
5,000 2,383.08 20,147.52 

2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浙江 

康鹏 
原材料 

参考市 

场价格 
2,400 87.00 1,842.71 

注：高科华兴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不再是公司关联方，故仅体现 2023 年 1-3 月的预计额

度。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以下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2022 年实

际发生金

额（万

元） 

2022 年预

计发生金

额（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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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高科 

华兴 
芯片 20,147.52 33,000 12.27% -38.95% 

2022 年 2 月

19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公

告》  
2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浙江 

康鹏 

原材

料 

1,842.71 5,000 2.23% -6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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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充分考虑了关联方各类关联交易

发生的可能性，但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是基于实际市场需求及

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且受 2022 年新冠疫情影响，市场需求下降，

故原定与高科华兴、浙江康鹏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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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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

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客户需求

就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测算，但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实

际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

正常经营行为，2022 年度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

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高科华兴基本情况 

（1）名称：山西高科华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MA0HP5HD78 

（3）住所：长治市潞州区惠丰街西段 36 号 

（4）法定代表人：付桂花 

（5）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7 年 09 月 22 日 

（7）经营范围：LED 显示屏、LED 照明灯具、LED 光源灯珠的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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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康鹏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康鹏半导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E5348XB 

（3）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创新大道 1199 号 

（4）法定代表人：卜俊鹏 

（5）注册资本：7167.0769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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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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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 24,794.65

万元，净资产为 17,716.62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254.37 万元，净

利润为-820.90 万元。 

（二）关联关系 

1、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黄河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行

产业并购私募基金及其长治市建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原合

计持股 5%以上股东，2022 年 3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前述一致行动人降

为公司持股 5%以下股东。根据工商登记信息，高科华兴为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关联公司，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认

定高科华兴为公司的关联方。 

2、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公司持有浙江康鹏 18.6019%的股权，为公司的参股

公司，且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张先成先生于 2022 年 12 月离职，现仍为浙江康鹏

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认定浙江康鹏为公

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高科华兴、浙江康鹏财务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是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双方实际市场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预估及测算，预计高科华兴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销售商品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预计浙江康鹏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与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采购原材料金额不超过 2,400 万元。 

（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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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交易往来，系按照公平、公正、有偿、自愿的市场原

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平等，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产品的价格，不

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协议 

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关联方发生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遵循平等互利、

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

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其中，子议案 1.01《关于 2023 年度与高科华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福林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预计将与关联方高科

华兴、浙江康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产生的，交易事

项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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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监事会一致同意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 2023 年度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对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进

行了预计，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及子公司发展和日常经营所需，交易定价按市场公

允价格确定，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任何依赖，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3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之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为：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客户需求就可能发生业务

的上限金额进行测算，但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实际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

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2022 年度已经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2023 年度与关联方高科华兴、浙江康鹏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所需，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7 
 

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制度，履行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乾照光电 2023 年度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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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林琳                           王成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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