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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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

产经营所需，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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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26日，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东风先生、张革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经营所

需，定价公平、公允，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议、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关联股东将回避表

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 2020 年实际发生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采购商品和

原材料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11,000,000.00 15,029,186.90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6,697,959.96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511,406.27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000,000.00 8,270,821.33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9,940,000.00 2,907,114.71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000,000.00 419,624,407.55   

济南浪潮系统软件有限公司 - 82,389.38   

山东浪潮金融软件信息有限公司 - 2,622,147.91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00 30,008,819.69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00 283,185.84   

云南能投浪潮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1,704,594.13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0,000,000.00 162,871,539.02   

海南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176,991.15   

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317,810.45   

内蒙古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 4,488,961.38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0 733,867.92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00,000.00 6,761,561.33   

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 3,500,000.00 2,056,077.91   

宿州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 - 660,377.34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63,243.97   

山东浪潮爱购云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0 989,806.99   

山东爱城市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0,000.00 2,557,556.56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 1,935,509.44   

山东浪潮云网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189,622.64   

爱立信浪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 10,619.47   

江西浪潮创投云计算有限公司 - 49,267.92   

天元大数据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 2,054,716.92   

恩施浪潮云计算有限公司 - 323,584.87   

小计 693,040,000.00 684,983,148.95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

务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00 6,050,655.32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0 6,342,494.39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 1,493,130.69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661,016.64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2,000,000.00 10,227,567.21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296,669.72   

汝州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0.00 -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 5,847.22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000.00 170,018,612.36   

浪潮(滨州)云计算有限公司 - 805,309.73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0 2,325,471.70   

菏泽浪潮城投智慧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 849,100.00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42,452.83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 112,373.85   

山东浪潮质量链科技有限公司 - 283,018.87   

上海浪潮云计算服务有限公司 - 2,096.49   

山东浪潮金融软件信息有限公司 - 20,542.64   

小计 207,000,000.00 199,536,359.65   

支付给关联

方的租赁、

水电费等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2,027,452.47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5,625,339.34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0.00 4,460,660.75   

济南浪潮铭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500,000.00 2,827,051.51   

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953,287.36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3,687,464.03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 183,962.26   

山东浪潮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0 7,862.38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 113,972.00   

小计 17,660,000.00 19,887,052.10   

房屋租赁收

入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00 511,287.49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500,000.00 1,275,471.61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90,000.00 404,296.77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200,000.00 740,572.44   

迪堡金融设备有限公司 - 72,996.96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00,000.00 682,270.62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3,500,000.00 3,321,639.77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3,700,000.00 3,610,250.67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150,000.00 46,143.03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 64,723.65   

山东浪潮铸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39,910.11   

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 25,113.18   

山东云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0 996,092.11   

深圳浪潮早上班云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0 159,651.66   

山东国数爱健康大数据有限公司 - 11,593.96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11,789.37   

小计 12,670,000.00 11,973,803.4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 年实际发生 2021 年预计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和

原材料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15,029,186.90 20,000,000.00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6,697,959.96 80,000,000.00 项目需求增长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1,511,406.27 4,000,000.00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270,821.33 17,000,000.00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907,114.71 5,000,000.00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19,624,407.55 75,000,000.00 
大项目需求减少

所致 

山东浪潮金融软件信息有限公司 2,622,147.91 3,000,000.00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0,008,819.69 76,000,000.00 项目需求增长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62,871,539.02 170,000,000.00   

海南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6,991.15 1,500,000.00   

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7,810.45 1,000,000.00   

内蒙古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488,961.38 5,500,000.00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733,867.92 8,000,000.00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6,761,561.33 50,000,000.00 项目需求增长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63,243.97 23,000,000.00 项目需求增长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1,935,509.44 30,000,000.00 项目需求增长 

锦州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  6,250,000.00   

山东云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3,000,000.00   

小计 674,021,348.99 578,250,000.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

务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6,342,494.39 1,000,000.00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661,016.64 6,000,000.00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227,567.21 2,000,000.00   

内蒙古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0.00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70,018,612.36 100,000,000.00 
项目需求减少所

致 

小计 187,249,690.60 110,000,000.00   

支付给关联

方的租赁、

水电费等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2,027,452.47 3,000,000.00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5,625,339.34 100,000.00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460,660.75 5,000,000.00   

济南浪潮铭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827,051.51 4,000,000.00   

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53,287.36 1,000,000.00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3,687,464.03 8,000,000.00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113,972.00 500,000.00   

小计 19,695,227.46 21,600,000.00   

房屋租赁收

入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511,287.49 500,000.00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75,471.61 1,500,000.00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404,296.77 500,000.00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740,572.44 1,000,000.00   

迪堡金融设备有限公司 72,996.96 100,000.00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82,270.62 1,000,000.00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3,321,639.77 3,500,000.00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3,610,250.67 4,000,000.00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46,143.03 50,000.00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64,723.65 100,000.00   



 

山东浪潮铸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9,910.11 50,000.00   

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 25,113.18 50,000.00   

山东云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96,092.11 1,000,000.00   

深圳浪潮早上班云技术有限公司 159,651.66 200,000.00   

山东国数爱健康大数据有限公司 11,593.96 50,000.00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789.37 50,000.00   

小计 11,973,803.40 13,650,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兴山，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和系统产品的开

发；承接软件工程，控制系统工程，组织培训及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文化办公机械、控制设备、机房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信息

服务。住所：山东省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

产 173,784.21 万元，净资产 76,068.49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8,672.67 万元，净利

润-6,189.96 万元。 

（2）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崔洪志，公司经营范围为：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提供计算机信息系统及通信技术的开发、生产、销售、集成、技术咨询；提

供计算机网络及通信工程技术咨询；非学历短期计算机软件培训；网络设备及配

件的销售及安装；建筑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及零部件的销售；机房工程、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节能工程、园区智能

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维护、咨询；母线槽、智能电源分配系统的制造、销售及

安装。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88,805.81 万元，净资产 16,620.8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1,124.01 万元，

净利润 1,201.51 万元。 

（3）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方，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

增值电信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无线数据终端、智能电视、一体机、

电视接收机顶盒、自助终端产品、电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

及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网络工程安装；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运行维护；

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咨询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住所：济南市高新区科航路 2877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



 

数据：总资产 889,759.31 万元，净资产 207,201.9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44,169.46

万元，净利润 4,546.87 万元。 

（4）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231.73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 JINJOEXIAOZHOU，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子

信息技术研究、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产品（限制性项目除外）；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对销售的自产产品提供技术培训、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住所：济南市高新开发区颖秀路 1137 号。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9,855.21 万元，净资产-2,167.33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12,093.71 万元，净利润 339.39 万元。 

（5）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5,25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彭震，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生产计算机软、硬件；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日用品、医疗器材（不含二、三类）、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工艺

品、电子元器件、机械电器设备、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

地信息路 2 号 2-1 号 C 栋 1 层。2020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80,654.14

万元，净资产 17,257.9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03,907.86 万元，净利润-5,485.59

万元。 

（6）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145,372.131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磊，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互联网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

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等。住所：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前三季

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856,477.30 万元，净资产 1,278,444.22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4,381,607.77 万元，净利润 80,305.83 万元。 

（7）山东浪潮金融软件信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成通，公司经营范围为：金融软件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住所：济

南市高新区孙村镇科航路 2877 号研发楼。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108.53 万元，净资产-1,655.0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865.30 万元，净利润 15.77



 

万元。 

（8）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8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柏华，公司经营范围为：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

售；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零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等。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济南片区浪潮路 1036 号浪潮科技园。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934,053.74 万元，净资产 343,028.4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56,071.08 万元，净利

润 21,070.98 万元。 

（9）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3,119.52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成通，公司经营范围为：接受金融机构委

托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金融软件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

研发、生产、销售、租赁、维修计算机设备、电子元器件、自动柜员机及其零配

件、自助终端设备及其零配件；安防设施的设计、安装和维护；从事服务器、存

储产品的批发、销售、维护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住所：苏州市吴中开发区吴淞江工业园吴淞路 818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117,283.58 万元，净资产 46,002.4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4,183.04 万元，

净利润 332.54 万元。 

（10）海南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杜昂，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系统集成、软

件开发零售、电脑及周边设备、网络产品零售、金融自动设备、建筑智能化、安

防监控、运维服务。住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高新技术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03.58 万元，净资产 1,158.01 万元，主营业

务收入 1,751.26 万元，净利润 41.94 万元。 

（11）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彭震，公司经营范围为：在信息技术和通讯领域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代理；计算机软件和

硬件、电子设备和通讯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的提供；系统

集成；自用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总资产 27,199.05 万元，净资产 14,663.4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6,320.21

万元，净利润-2,477.75 万元。 

（12）内蒙古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胡顺杰，公司经营范围为：网络信息服务；

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办公用品的销售；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销售及

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成吉思汗东街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科技园 7 号楼 2 层。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总资产 4,545.15 万元，净资产 2,089.0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361.06 万元，

净利润 277.15 万元。 

（13）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胡顺杰，公司经营范围为：信息产业；网络

信息服务；信息科技产品的经营；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租赁；

现代办公用品销售；电信增值业务。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大学

科技园 7 号楼二层。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708.85 万元，净资产

1,904.14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897.88 万元，净利润 434.43 万元。 

（14）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帆，公司经营范围为：在大数据、信息、

网络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

成服务；网络工程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各类广

告业务；展览展示服务；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摄影服务；房屋租赁服

务；物业管理。住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15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28,336.09 万元，净资产-7,710.9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962.20 万元，净

利润-5,272.48 万元。 

（15）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6,214.83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肖雪，公司经营范围为：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信息、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销售；互联网零

售；增值电信业务。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

财务数据：总资产 337,203.17 万元，净资产 112,345.0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9,413.63 万元，净利润 8,716.01 万元。 

（16）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1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传贵，公司经营范围为：联网数据服务；

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增值电信服务；健

康咨询（不含医疗）；生物技术、基因检测及产品的开发；医疗器械、实验设备、

仪器仪表、卫生用品、消毒用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维修及服务；国内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展示

服务；进出口业务。住所：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西城西进时代中心 D 座 1212

室。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5,274.10 万元，净资产 14,949.92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748.65 万元，净利润-607.88 万元。 

（17）锦州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宗晓，公司经营范围为：智能技术开发；计算机

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及销售；

计算机系统集成；大数据、智慧城市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物联网设备

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安防工程；安防设备的销售。住所：辽宁省

锦州市松山新区黄海大街 46-2 号 4 楼。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9.43

万元，净资产 68.2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7.08 万元，净利润-0.53 万元。 

（18）山东云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崔卫，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开发；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智能家庭网关制

造；互联网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造；物联

网设备制造；数字家庭产品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虚拟现实设

备制造；文化场馆用智能设备制造；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

台；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字文化

创意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

行）；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物

联网应用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区块链技术相



 

关软件和服务；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广播影视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通

讯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住

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19,492.28万元，净资产 5,661.2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4,474.59万元，净利润 868.85

万元。 

（19）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2,121.86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邹庆忠，公司经营范围为：商用密码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计算机及软件、电子及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生产、销售；

许可证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电器机械、五金交电销售；计算机应用、出租及计

算机人员培训服务；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集成电路、半

导体发光材料、管芯器件及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施工；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设备租赁。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980,208.15 万元，净资产 201,453.37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25,284.78 万元，净利润 22,540.93 万元。 

（20）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9,769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方，公司经营范围为：云计算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网络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00,041.62 万元，净资产 23,590.1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4,874.78 万元，净利

润 4,554.28 万元。 

（21）济南浪潮铭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良，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的开

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以自有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

有房屋租赁。住所：济南市高新区孙村镇科航路 2877 号研发楼。2020 年半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3,718.52 万元，净资产 34,048.8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1,274.88 万元。 

（22）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675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崔洪志，公司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开发后的产品；维修计算机、仪器仪表；计算机系统集成；租赁机械设

备、计算机；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投资管理；出租办公用房；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

区 20 号楼。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42,363.03 万元，净资产 33,767.2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903.43 万元，净利润 406.12 万元。 

（23）迪堡金融设备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263.26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成通，公司经营范围为：金融系统用自动柜员机及相

关产品的生产、维修、软件和安全防范系统集成，销售、租赁公司自产产品，并

提供售后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安装、施工和维修，受

商业银行委托承接银行服务外包业务和营业自助设备的运营管理。住所：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 581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39,430.43

万元，净资产 23,433.3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9,671.21 万元，净利润 54.60 万元。 

（24）山东浪潮铸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玉新，公司经营范围为：教育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联网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办公用品、文

具用品的零售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

的项目。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新区围子山路 1 号唐冶新区管理委员会

会展区。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846.56 万元，净资产 426.11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37.08 万元，净利润-107.82 万元。 

（25）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星，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投资。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50,495.89 万元，净资产 18,095.51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3,255.80 万元，净利润 4,600.26 万元。 

（26）深圳浪潮早上班云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 3,3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兴山，公司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



 

计算机云技术研发；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

集成、运行维护；智能机器人、机器人系统、机器人应用技术、软件产品的研发

及产品销售；经营电子商务；计算机数据库管理及相关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许可经营项目是：网上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商

务中心 C808。2020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66.34 万元，净资产-152.2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975.20 万元，净利润-70.09 万元。 

（27）山东国数爱健康大数据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传贵，公司经营范围为：健康大数据

服务；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健康咨询；

生物技术、基因检测技术的开发；医疗器械、实验设备、仪器仪表、卫生用品、

消毒用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的开

发、销售、维修及服务；国内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浪潮路 1036 号。2020 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8,488.39 万元，净资产 5,527.4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418.51

万元，净利润 177.12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单位名称 关联关系 

1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浪潮天元通信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 浪潮世科（山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5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7 山东浪潮金融软件信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8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9 浪潮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0 海南浪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11 浪潮思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 内蒙古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3 内蒙古证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4 浪潮卓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5 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6 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7 锦州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8 山东云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9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20 山东浪潮云服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1 济南浪潮铭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2 北京市天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3 迪堡金融设备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4 山东浪潮铸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5 山东茗筑世家置业有限公司 集团兄弟公司 

26 深圳浪潮早上班云技术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7 山东国数爱健康大数据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充分利用有关关联方经多年积累已然形成的资源和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资

源共享，双方在购销行为中主要采用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付款，不存在上述关联

方长期占用公司资金并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一方向另一方购买或销售其生产和代理的产

品，相互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等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各项交

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价格和条件进行。 

为明确和规范与有关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的议案》，该等协议规定公司与浪潮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须遵循公允的条件，杜绝了关联交易可能发生的价格不公正或条件不公

平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一家以从事软件和系统集成业务为主的上市公司，与关联方浪潮集

团等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

的需要，利用各自经多年积累已然形成的资源和优势，利用各自在技术和市场等

方面的优势，相互支持，共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提升核心竞争能

力，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合作是确切必要性的，且在公司业务发展稳健的情况下，

将会持续开展与其公平、互惠的合作。 

公司选择与上述关联方进行交易，除如上所述主要原因外，还有一部分是基

于客户特殊需求和统一招投标制度而发生的。公司的软件业务及产品和关联方的

硬件产品配套实施，在同等价格性能条件下，有着更好的兼容性。公司与关联方

长期、良好的合作能够降低营运成本，促进主业发展，提高自身效益和实现资产

增值。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占公司购销

货物总额不高，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更不会形

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与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与浪潮集团的《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为： 

1、特别约定：双方签定的合作协议适用于双方之间、双方与对方之下属控

股子公司以及双方各下属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行为。 

2、合作的范围：一方向另一方购买或销售其生产或代理的产品，相互提供

技术服务和支持等；双方根据业务需要，可适当调整合作范围。 

3、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按下列原则

及顺序收取费用，并按期进行结算： 

（1）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政府相应的法规、政策规定的价格及标准； 

（2）市场一般通行的价格：当地市场价格应由双方协商后确定，商定当地

市场价格时，应主要考虑在当地提供类似产品或技术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所收取市

价以及乙方（视具体情形而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所能获得的最低报价； 

（3）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格（推定价格是指依据成本加

上合理平均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4、结算方式 

（1）对于购买或销售产品的情形，购方应根据实际发生数量，按具体商务

合同结算货款。 

（2）对于提供技术服务或支持的情形，被服务方按照不同类型服务的通行

做法，向服务方进行结算。 

5、期限 

公司与浪潮集团合作期限定为三年，追溯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定价政策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生产

经营所需，定价公平、公允，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议、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