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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3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5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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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以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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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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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关联监事对于各项子议案分别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非关联

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各项子议案。 

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合理地确定

交易价格，按此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关联方以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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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下属子公司为主；交易都是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关联双方签署的协议或合

同等都是遵循当时的市场情况确定。因此，交易是公允的，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

障。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请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对于各项子议案分别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余非

关联委员一致审议通过了各项子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为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日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程

序合规，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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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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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融通

高科先进

材料有限

公司 

108,000.00 
85.0

0% 
5,499.40 18,536.88 62.57% 

2022年总

产出预计

较上年增

加，原料单

价上涨 

深圳中兴

新材技术

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

子公司 

4,300.00 
70.0

0% 
604.19 1,516.95 65.55% 

2022年总

产出预计

较上年增

加，原料单

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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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

兴新力精

密机电技

术有限公

司及其子

公司 

5,000.00  
23.0

0% 
170.18 118.93 0.78% 

双方已完

成合作初

期各项磨

合工作，预

计 2022年

正常开展

业务合作 

小计 117，300.00   - 6,273.77 20,172.76 -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深圳市中

兴康讯电

子有限公

司 6,000.00 
20.0

0% 

403.63 15,142.73 56.86% 

2021年受

疫情影响，

关联方销

售减少，预

计 2022年

逐步正常 

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

公司 

- - - 

上海辉仑

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400.00 
0.00

% 
73.17 200.22 0.10% - 

小计 6,400.00 - 476.80 15,342.95 - - 

合计 - 123，700.00 - 6,750.57 35,515.71 - - 

在上述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

下的不同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可实现内部调剂（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型间

的调剂）。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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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融通高科

先进材料有限

公司 

26,500.00 18,536.88 

原材料供应紧

张，采购数量

未达预期 

深圳中兴新材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2,300.00 1,516.95 

采购结构调整

导致实际发生

金额比预计少 

深圳市中兴新

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

1,000.00 - 

供应商的业务

范畴和市场定

位调整，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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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预计金额和实

际发生金额有

差异 

深圳市中兴新

力精密机电技

术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2,000.00 118.93 

合作初期，需

要时间磨合，

如打样确认、

开模验证、以

及解决品质等

问题，导致 21

年的实际发生

金额比预期要

少 

小计 31,800.00 20,172.76 - 

向关联人购买

软件 

深圳市中兴新

云服务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300.00 - 项目计划调整 

小计 300.00 - -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深圳市中兴康

讯电子有限公

司 

40,000.00 15,142.73 

主要受疫情、

供应链价格浮

动及货运物流

影响，导致 21

年的实际发生

金额比预期要

少 

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辉仑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400.00 200.22 - 

小计 40,400.00 15,342.95 - 

合计 - 72,500.00 35,515.71 -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湖北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湖北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10-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281MA48CPFC9C 

注册资本 51,3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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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何中林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大冶市罗家桥街道长乐大道 66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何中林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肥料生产；饲料添

加剂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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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能源汽车废

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颜料制造；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08-2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52779933X 

注册资本 9,582.415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翟卫东 

公司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滨海二路 8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锂离子电池隔膜及特种高分子膜材料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维护；高分子原料及膜产品、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经营进出

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3、深圳市中兴新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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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兴新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08-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P6XK5R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翟卫东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龙山工业区 5 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进出口业务；环保设备的研究及技术

开发；数据处理系统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房屋租

赁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与设计通讯机柜和机

箱、新能源设备、金融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及其零配件、

电子产品；生产机电设备、设备整机布线与技术服务；

输配电设备及控制设备制造。 

 

4、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6-11-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285671Y 

注册资本 175,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建明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 8号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进出口贸易业务；仓储服务；电子产

品技术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及其配件，集

成电路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 

 

5、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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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7-11-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9873X7 

注册资本 461,343.489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自学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生产程控交换系统、多媒体通讯系统、

通讯传输系统；研制、生产移动通信系统设备、卫星通

讯、微波通讯设备、寻呼机，计算机软硬件、闭路电视、

微波通信、信号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监控

系统、防灾报警系统、新能源发电及应用系统等项目的

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铁路、地下铁路、城市

轨道交通、公路、厂矿、港口码头、机场的有线无线通

信等项目的技术设计、开发、咨询、服务（不含限制项

目）；通信电源及配电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

服务、工程安装、维护；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

（含供配电、空调制冷设备、冷通道、智能化管理系统

等）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工程安装、维护；

电子设备、微电子器件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

商品）；承包境外及相关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电子系统设备的技术开发和购

销（不含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

出口业务（按贸发局核发的资格证执行）；电信工程专

业承包（待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许可经营项目是：认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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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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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上海辉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辉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03-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ACMC1R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董宏麒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 
上海市金山工业区亭卫公路 6495弄 168号 5幢 1楼 2654

室 

主要股东/股权结构 董宏麒 

经营范围 

从事新能源科技、智能科技、环保科技、节能科技、物

联网科技、电子科技、电气科技、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

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工程，计算机

软件开发及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

环保设备，机械设备，光学仪器，机电设备及配件，电

子元器件销售，从事货物进口及技术进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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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企业关系 

湖北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何中林控制的企业 

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深圳市中兴新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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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辉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储能系统事业部总经理施

璐的配偶的弟弟董宏麒控制的企业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

稳定，与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财务状况

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公司将就上述交

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2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

方出售商品、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等，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将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价格公允的原则，交易双方将首先以同类产品或

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或以招标的方式确定交易价格，原则上不偏离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

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公司及子公司将在每次交易前与各关联方签

署具体的单项协议，对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包括各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控股

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交易定价原则等予以约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

合同或协议，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条款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经营活动需要，属

于正常性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结算时间和方式的合理性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

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上述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

双方将首先以同类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公允价格为定价依据，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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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双方约定将以成本加合理

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

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

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