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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2021-031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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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该关联交易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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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一致同意该议

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

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相关交易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根据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

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人民币 1,40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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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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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武汉长进激

光技术有限

公司 

1,400 20 356.61 470.93 13.96 
业务需求预计

增加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

有限公司 
1,000.00 470.93 

武汉属于新冠疫情重点区域，

供应商无法如期生产和交付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

有限公司 
- 4.07 

供应商购买激光器用于测试，

金额较小，2020 年度未预计 

防疫用

品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 0.48 

公司防疫物资短缺临时向其

购买，2020 年度未预计 

合计 1,000.00 475.48 - 

公司名称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97932889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11 日 

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未来科技城海外人才大楼 A

座 6 层 

法定代表人 刘长波 

注册资本 707.14 万元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激光设备、光纤、光缆、特种光

纤、光学及光电子元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

术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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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投资企业，公司持股比例为 15.91%，且

公司董事赵崇光同时担任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武汉长进激光技术

有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前期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公司将就 2021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

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2、关联关系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禾创业”）的主营业务为创业

投资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系公司股东之一。深圳市光启松禾超材

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启松禾”）、深圳市松禾创新

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松禾一号”）、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松禾成长”）和松禾创业为本公司股东，

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4,931,038.07 元，净资产为 50,706,968.35 元；2020 年度，武汉长进

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收入为 36,347,289.43 元，净利润为 14,007,651.38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名称 深圳市松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26773X6 

法定代表人 厉伟 

注册资本 15,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9 月 4 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 1006 号国际创新中心 C 座 16 层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人

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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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持股比例分别为 3.96%、2.27%、1.10%和 0.56%。深

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光启松禾与松禾成长的基金管理人，

深圳市松禾资本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罗飞，罗飞同时

担任松禾创业的董事、总经理，而松禾创业间接持有松禾一号的股份。由此，四

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7.89%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第十五章规定，松禾创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1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

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均为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经常性、持续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有

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的

制定遵循公平、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未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其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

成较大的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上述预计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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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市公司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