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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编号：2021-029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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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

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16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7,050万元，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3,050万元，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4,000万元。关联董事史烈、沈越、赵建、

张四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本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关联方均与公司有着

长期和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互惠

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

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议案表决程序合理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 10,240 万元，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1,990 万

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8,250 万元。 

根据公司实际购销业务需求及部分关联方自身业务发展需要，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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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调整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11,740 万元，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3,490 万元，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

额 8,250 万元。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关

联交易总金额 

2020 年关联交

易实际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

品、接受

劳务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00  15,271,413.07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

司 
1,900,000.00  2,426,157.08  

浙大网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3,301,886.70  

浙江浙大网新科技产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5,000,000.00  4,245,283.00  

向关联人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00.00  27,180,388.18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 
2,500,000.00  1,747,623.77  

合计   117,400,000.00 54,172,751.80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因公司部分子公司业务需要，预计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7,050

万元，其中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3,050 万元，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 4,000 万元。 

单位： 人民币  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9,500,000.00 0.35 0.00 8,570,346.68 0.32 

小计 9,500,000.00   8,570,3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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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8,500,000.00 0.31 114,780.65 6,701,066.39 0.25 

浙江浙大网新置地

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7 0.00 0.00 0.00 

浙大网新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0.00 0.26 0.00 3,301,886.70 0.12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

书管理有限公司 
3,500,000.00 0.13 0.00 2,426,157.08 0.09 

小计 21,000,000.00  114,780.65 12,429,110.17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00.00 0.80 30,996.00 24,064,161.62 0.64 

小计 30,000,000.00  30,996.00 24,064,161.62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0.27 0.00 3,116,226.56 0.08 

小计 10,000,000.00  0.00 3,116,226.56  

合计  70,500,000.00  145,776.65 48,179,845.03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与关联关系 

1、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晓通”） 

（1）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2）法定代表人：陈锐 

（3）主营业务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不

得面向全国招生）；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器材、机械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仪器仪表；生产、加工计算

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0 月

0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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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551.43 

资产净额 22,485.76 

负债总额 41,065.67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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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3,234.12 

净利润 -590.33 

（5）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北京晓通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北京晓通为公司关联法人。 

2、浙江浙大网新置地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网新置地”） 

（1）注册资本：3,750 万美元 

（2）法定代表人：张四纲 

（3）主营业务范围：物业管理，企业孵化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的管理服务，

节能与新材料技术的开发与转让，房地产业务的咨询。 

（4）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174.32 

资产净额 54,736.54 

负债总额 74,834.70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25.95 

净利润 3,853.34 

（5）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史烈先生、董事张四纲先生在网新置地担任董事

职务，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网新置地为公司关联法

人。 

3、浙大网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网新建投”） 

（1）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黄建防 

（3）主营业务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招标代

理，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机械设备及建筑材料的销售。（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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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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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3,371.18 

资产净额 58,496.25 

负债总额 124,874.93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76.79 

净利润 2,591.91 

（5）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张四纲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网新建

投担任董事职务，公司董事史烈先生、沈越先生、赵建先生、张四纲先生在网新建

投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杭州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网新建投为公司关联法人。 

4、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浙江 CA”） 

（1）注册资本：人民币 3,011.30 万元 

（2）法定代表人：李晓宁 

（3）主营业务范围：电子安全数字证书有关业务的咨询、服务，计算机通

信网络系统的规划、研究开发、系统集成，电子安全工程服务、电子商务的信息

服务，电子产品的销售。 

（4）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87.20 

资产净额 4,431.80 

负债总额 455.40 

 2020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44.92 

净利润 546.95 

（5）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谢飞先生在浙江 CA 担任董事职务，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和第 10.1.5 条，浙江 CA 为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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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在发生每笔具体关联交易时，均会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

容包括交易标的、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交易价格和总量的确定方法、付款时间

和方式等条款。 

公司与关联人交易的定价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

定价。 

2、主要内容 

1）与北京晓通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晓通智能系统科技有

限公司从北京晓通采购思科产品，并与北京晓通在智能建筑产品上开展业务合作； 

2）与网新置地的关联交易主要是网新置地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3）与网新建投的关联交易主要是网新建投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浙大网新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 

4）与浙江 CA 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汇信科技有限公司向

浙江 CA 采购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服务分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2021年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上述关联

方均与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上述关联交易是持续的，并且于双方是互利

互惠的，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