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1-011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预计 2021 年度将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2,908.01 万元。 

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宏灿先生、陈宇峰先生、

吴育女士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预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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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公允定价 1,200.00 59.58 1,396.43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允定价 500.00 0.00 17.11 

昆明百王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公允定价 0.00 0.00 32.49 

小计 - - 1,700.00 59.58 1,446.03 

向关联人

销售产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 公允定价 580.20 20.05 89.59 



 

品、商品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允定价 300.00 0.00 0.00 

小计 - - 880.20 20.05 89.59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允定价 95.70 31.78 287.11 

北京新医力科技有限公司 公允定价 0.00 0.00 3.90 

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允定价 0.00 0.00 0.08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允定价 97.89 27.78 76.24 

小计 - - 193.59 59.56 367.33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子公司 
接受劳务 公允定价 134.22 6.92 112.07 

 小计 - - 134.22 6.92 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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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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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材料 

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

品 

 1,396.43   650.00   0.73  114.84 详见 2020年 4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    17.7  -    - 

昆明百王寨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32.49 53.09  0.02  -38.80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7.11   -     0.05  - 不适用 

小计 - 1446.03 720.79 - - -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

品 
 89.59   80.20   0.10  11.71 

详见 2020年 4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小计 -  89.59   80.20  - -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提供劳

务 

287.11 42.14 15.94 581.32 
详见 2020年 4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北京新医力科技有限公司  3.90   3.61   0.26  8.03 

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08   16.30   0.02  -99.51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76.24 - 4.2 - 不适用 

小计 - 367.33  62.05  -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劳

务 

112.07 105.15 39.42 6.58 

详见 2020年 4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徐昕  15.00 0.00  29.85  15.00 不适用 

 小计 -  127.07   105.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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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对 2020 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系基于当时的市场前景、产销计划、履

约能力等做出的与日常经营有关的预计，在执行过程中，受市场需求与客

户要求等变化影响，公司 2020年度与上述关联单位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

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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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已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

易价格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市场需求和客户要求变化导致实

际发生额大于原预计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高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

出部分未达到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超出部分大多数是与联营企业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发生，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规范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北京星立方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立方”）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自 2020 年 12 月开始，

星立方不再作为公司控制企业，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星立方担任董事长职务，因此与星立方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昆明百王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完成变更，不再作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住所 关联关系 

1 

云南省工

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王国栋 
640,00

0 

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各类产业和行业的投融资业务、

资产经营、企业购并、股权交易、国有资产的委托理财

和国有资产的委托处置；国内及国际贸易；经云南省人

民政府批准的其他经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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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云南）

自由贸易试验

区昆明片区经

开区阿拉街道

办事处顺通大

道 50 号 

控股股东 

2 

北京人大

金仓信息

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杜胜 15,500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开

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

办公设备、电子元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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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

容达路 7 号院

5 号楼 1 至 3

层 101 内二层

201 

本公司董事兼任该

公司董事 

3 

北京星立

方科技发

展股份有

限公司 

刘宇明 
9,111.

23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计算机技术培训；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

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

讯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机械设备、体育用品、文具用品、乐器、玩具；专业承

包；工程勘察设计；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企业策

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第一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一类增值电

信业务中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第一类增值电

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6 月 20 日）；出

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以及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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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

上 地 信 息 路

10 号五层 510

房 

联营企业 

4 
上海致同

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钱玮 500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网络技术、通讯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并

销售上述产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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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长宁区

金钟路 767 弄

1 号 4 层 B 区 

联营企业 



 

5 
北京新医

力科技有

限公司 

许文 3,756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医

院管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批发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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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海淀区

上地信息路

10号1层1011

室 

联营企业 

6 

昆明百王

寨农业科

技有限公

司 

温德慧 10 

农业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农副产品、蔬菜水果的种植及销售；食品、农用机械、

农具、化肥、饲料的销售；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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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妥吉社

区居委会 

控股子公司关联方 

7 徐昕 - -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德贤路德贤公馆 - 

云南红岭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徐涛的弟弟 

（二）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47,666.62 1,295,641.58 1,175,708.68 11,659.06 

2 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4,211.73 37,109.17 15,262.31 3,757.47 

3 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5.65 8.74 1,405.60 1.07 

4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3,744.75 27,206.52 8,489.33 378.11 

5 北京新医力科技有限公司 2,448.66 1,867.64 - -80.15 

6 昆明百王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84.97 -126.37 35.41 -31.40 

注：北京星立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医力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致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数据为经

审计 2020年 12 月 31 日数据，其它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 日数据。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

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能及时履行付款义务以及提供公司所需商

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将按照平等互利、等价有偿、

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

系。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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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

的有效配置，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

大依赖，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

生产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拟发生的关联

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

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1、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

所需，且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

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同意将《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有利于促进

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

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

司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南天信息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

经公司第八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审议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关联交易遵照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保荐机构对南天信息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专项说明

及独立意见； 

（五）监事会对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意见； 

（六）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