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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1-020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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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与联营企业（参股公司）间因

业务往来产生的交易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投资相关业务，其中，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与关联方发生的投

资业务有利于发挥投资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交易，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

负面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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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公司董事

会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由于公司董事陈拓琳先生担任预计

关联交易对手方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时科技”）董事，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高岩先生担任预计关联交易对手方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飞鼠网络”）董事，因此陈拓琳先生和高岩先生需对本议案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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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已就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沟通，我们认

真审阅相关资料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

交易情况属于正常经营范围的需要，定价政策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自愿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属于正常经营范围的需要，定价政

策上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自愿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性交易是因正常经营需要产生，定价政策上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自愿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二）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8,552,423.81 元，

未超过已经审批的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 

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各类别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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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20 年实际发

生关联交易金

额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

受劳务 

厦门淘金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14,946,400.00 7,531,047.95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100,000.00 471,698.10 

小计 18,046,400.00 8,002,746.05 

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提

供劳务 

厦门淘金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63,200.00 133,929.74 

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28,301.89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0,000.00 28,859.46 

小计 363,200.00 191,091.09 

经营租赁 
厦门淘金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571,200.00 301,466.67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57,120.00 

小计 571,200.00 358,586.67 

合计 18,980,800.00 8,552,423.81 

说明：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10.1.6 第二款的规定，2020 年 6 月 26 日起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高岩先生离

任淘金互动董事满 12 个月，2020 年 6 月 26 日起淘金互动不再属于公司关联方，

故上表中淘金互动 2020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系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2、上表中公司关联方系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关联方。 

（三）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情况及业务发展情况进行预测，预

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3,021,000.00 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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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

额 

2020 年实际

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2,721,000.00 471,698.10 

小计 22,721,000.00 471,698.10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提供劳

务 

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 42,000.00 28,301.89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7,000.00 28,859.46 

小计 129,000.00 57,161.35 

经营租赁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71,000.00 57,120.00  

小计 171,000.00 57,120.00 

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向关联

人出售资产等 

厦门诺惟控股有限公司、厦门

诺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

诺惟协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厦门诺惟合悦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被

同一主体控制的关联法人 

40,000,000.00  

小计 40,000,000.00  

合计 63,021,000.00 585,979.45 

说明： 

1、上表中关联交易主要根据公司目前运营及储备的游戏情况进行预计。公

司的关联方范围可能受到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投资情况、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

委派到参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的影响，关联交易金额可能受到后续新游戏代理运

营情况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2、因厦门诺惟控股有限公司、厦门诺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诺惟协信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诺惟合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

际控制人徐超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吉相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相

股权”）执行董事、经理，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主体视作关联方。公司

关联方范围可能受到徐超控制主体变化的影响。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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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相关关联方情况如下： 

1、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飞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2857 万元，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翔云一路 95 号运通

中心 605 单元之一 F 区，法定代表人为黄文。经营范围为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数字内容服务；动画、漫画设计、制作；经

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至目前，公司间接持有飞鼠网络 30.00%股权。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高岩先生同时担任飞鼠网络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款的规定，

飞鼠网络为公司的关联方。 

2、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千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73.4291 万元，住所为厦门市湖里区江头台湾街 291 号之二 B 栋 526 室，法定

代表人为傅旭天。经营范围为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药品信息服务和

网吧）；图书、报刊零售；电子出版物零售；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其他未列明的教育服务

（不含教育培训及其他须经行政许可审批的事项）；动画、漫画设计、制作；其

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

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

字内容服务；教育辅助服务（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询等须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

售；钟表、眼镜零售；箱、包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其他日用品零售；

文具用品零售；其他文化用品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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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截至目前，公司持有千时科技 11.73%股权。因公司董事陈拓琳先生同时担

任千时科技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款的规定，千时科技为公司

的关联方。 

3、厦门诺惟控股有限公司 

厦门诺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惟控股”），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3 日，

注册资本为 3000.00 万人民币，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

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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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诺惟控股实际控制人徐超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相股权执行董事、经理，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诺惟控股视作关联方。 

4、厦门诺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诺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惟投资”），成立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象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法定代表人为徐

超。经营范围为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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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诺惟投资实际控制人徐超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相股权执行董事、经理，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诺惟投资视作关联方。 

5、厦门诺惟协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诺惟协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诺惟协信”），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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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 日，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3 号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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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诺惟协信实际控制人徐超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相股权执行董事、经理，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诺惟协信视作关联方。 

6、厦门诺惟合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诺惟合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诺惟合悦”）成立

于 2021 年 1 月 5 日，住所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 93 号

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

企业）。 

因诺惟合悦实际控制人徐超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吉相股权执行董事、经理，

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诺惟合悦视作关联方。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有一定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政策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接受劳

务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研发的游

戏提供运营服务。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

取得运营网络游戏的权利，需向关联方

支付游戏授权金，并在运营过程中根据

一定的计算规则向关联方支付游戏分

成款 

遵循市场化原则，依

据行业水平并根据

游戏的具体情况由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向关联方出售

商品、提供劳

务 

行政服务（关联方租赁公司位于厦门的

部分物业，公司提供相应的环境卫生、

安保管理服务和办公所需的场地硬件

设备，以及场地硬件设施维护） 

综合考虑公司的单

位运营成本以及市

场价格，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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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定价政策 

咨询服务（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

提供咨询服务，如咨询办理互联网行业

资质准入、网络游戏前置审批，提供法

律及知识产权咨询等业务） 

遵循市场化原则，依

据行业水平并根据

业务具体情况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 

经营租赁 
关联方租赁公司位于厦门的部分办公

楼 

遵循市场化原则，依

据行业水平并根据

业务具体情况由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 

与关联人共同

投资、向关联

人出售资产等 

公司或子公司与徐超控制的投资主体

发生投资相关业务，包括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放弃优先受让权/增资权、出售资

产等 

遵循市场化原则，综

合考虑标的企业近

期融资估值、对标企

业估值、团队经验和

规模、研发及运营能

力、产品质量和类

型、市场前景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为公司与联营企业（参股公司）间因业

务往来产生的交易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投资相关业务，其中，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线，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与关联方发生的投资

业务有利于发挥投资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交易，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

影响，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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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备文件 

（一）《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二）《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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