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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2020 年上半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

及 2020 年度经营需要，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度与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

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九研究所）、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

九研究所、成都新欣神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中国远

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偶发性关联交易，发生金

额共计 370,174.58 元，具体如下： 

1、销售商品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2,123.89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销售商品金额

共计 123,893.80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

研究所）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1061.94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619.47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销售商品金

额共计 16,327.43 元； 



公告编号：2020-030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成都新欣神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2,185.84 元； 

2、采购货物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22,309.73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51,080.00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3,805.31 

元； 

3、活期存款利息 

本公司资金按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规定归集至中国电子科技财务

有限公司。2020 上半年度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收到的利息收入为

146,767.17 元。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系为同一集团控制。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关于补充确认 2020 年上半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关联董事杨建华、杨健

以及沈金良回避表决；获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535 号 3 号楼 9 楼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535 号 3 号楼 9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江波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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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电子、通讯、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软件开发，网络工程，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计算机配件、智能集成设

备(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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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草堂基地管理办公室办公院落办公楼后楼三层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草堂基地管理办公室办公院落办公楼后楼三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任小伟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陕西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

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导航产品、通讯产品（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备）、车载定位通讯终端、航空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销售；

电子信息工程、综合系统工程建设、施工；安防监控工程建设、施工；计算机软

件、硬件、通讯系统及位置应用系统、时间频率系统、空管系统、智能交通系统

的集成与开发；电子信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

食品仪表的维修及检测；机电设备批发、零售和安装；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国家限制及禁止的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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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滨河北路西段 268 号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滨河北路西段 268 号 

企业类型：事业法人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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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军工大道 18号  

注册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军工大道 18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方宁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00,000 

主营业务：电子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印制电路板、封装基板、电

子装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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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三路 30号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三路 30 号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经营单位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成都新欣神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勤东街 58 号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天勤东街 58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治国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00 

主营业务：电子信息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不含

无线电发射设备），机电产品（不含汽车）、仪器仪表、精细化工原材料（不含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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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品）及产品的销售，电子技术咨询及工程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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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98 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9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红卫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25,834,500 

主营业务：电子测量仪器、元器件、部件及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

咨询服务；系统集成与软件开发及测试应用与解决方案；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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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甲 9 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甲 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杜鹏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645,500 

主营业务：招投标代理业务；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小轿车、装饰材

料、建筑材料、焦炭、钢材、汽车零配件的销售；装饰工程施工；进出口业务。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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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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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A座 16层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号国海广场 A座 16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法定代表人：董学思 

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000,000 

主营业务：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

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业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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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同一集团公司控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进行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

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

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销售商品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2,123.89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销售商品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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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23,893.80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

研究所）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1061.94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619.47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销售商品金

额共计 16,327.43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成都新欣神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金额共计

2,185.84 元； 

2、采购货物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吉水中电科微波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22,309.73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51,080.00 元；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向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购买商品金额共计 3,805.31 

元； 

3、活期存款利息 

本公司资金按照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规定归集至中国电子科技财务

有限公司。2020 上半年度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收到的利息收入为

146,767.17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因行业特性，公司的波导管类产品和裂缝波导天线类产品与集团公司其

他成员单位是上下游关系，故在销售与采购环节公司与集团公司成员单位构成关

联交易，这种关联关系将是持续性的。 

2、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和缓解

资金紧张的情况。 

3、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是日常管理的正常所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坏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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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其他所需文件。 

 

 

 

中电科微波通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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