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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2-007 

转债代码：110062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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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措施手段，

对公司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一、 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五名关联董事鲁国庆、

何书平、刘会亚、陈山枝、戈俊回避表决，其他六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测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方与本

公司关系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 年预计交

易金额 

报告期实 

际发生额 

2022 年预计

交易额 

占同类交易额

的比重(％) 

武汉邮电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

司 

间接控股股

东 

销售商品 1,000-5,000  14.12  1,000-5,000 0.0005 

接受劳务 1,000-2,000  -    1,000-2,000 0.0000 

提供劳务 100-500  15.73  100-500 0.0006 

烽火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接受劳务 100-2,000  -    100-2,000 0.0000 

销售商品 100-500  81.72  100-500 0.0031 

提供劳务 300-6,000  909.66  300-6,000 0.0346 

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20,000-60,000  25,261.11  20,000-60,000 0.9600 

销售商品 2,000-7,000  2,246.17  2,000-7,000 0.0854 

提供劳务 500-1,500  26.13  500-1,500 0.0010 

中信科移动通

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1,000-6,000  10,522.51  0-25,000 0.3999 

接受劳务 - - 0-13,000 0.0000 

销售商品 500-3,000  970.57  500-3,000 0.0369 

提供劳务 500-4,000  655.26  500-4,000 0.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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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同博科技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提供劳务 500-2,000  -    500-2,000 0.0000 

采购商品 1,000-3,000  -    1,000-3,000 0.0000 

销售商品 100-500  4.37  100-500 0.0002 

接受劳务 1,000-6,000  2,496.61  1,000-6,000 0.0949 

武汉长江通信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2,000-8,000  1,747.15  2,000-8,000 0.0664 

武汉长江计算

科技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0-15,000  13,258.81  0-31,500 0.5039 

销售商品 0-31,300  30,887.01  0-28,000 1.1737 

接受劳务 0-2,100  -    0-500 0.0000 

武汉众智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200-1,500  300.83  200-1,500 0.0114 

销售商品 300-1,000  922.28  300-8,000 0.0350 

武汉理工光科

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采购商品 100-1,000  552.04  100-1,000 0.0210 

销售商品 100-500  86.11  100-500 0.0033 

武汉烽火富华

电气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

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销售商品 1,00-4000  119.71  1,00-4000 0.0045 

电信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提供劳务 500-5,000  -    500-5,000 0.0000 

采购商品 1,000-5,000  1,300.34  1,000-5,000 0.0494 

销售商品 1,000-5,000  1,038.59  1,000-5,000 0.0395 

接受劳务 500-5,000  15.08  500-5,000 0.0006 

其他关联方 
同受“中国

信科”控制 

提供劳务 0-100  -   0-100 0.0000 

采购商品 1,000-3,000  340.75  1,000-3,000 0.0129 

销售商品 500-2,000  713.86  500-2,000 0.0271 

接受劳务 100-500  5.41  100-500 0.0002 

注 1：“中国信科”系指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 2： 2021 年度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210,000 万元；住

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4414395535；经营范围：通

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开发产品的销售；通信工程设计、

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承包境外通信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全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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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64,731.58 万元；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81816138L；经营范围：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环境监测专用仪器设备、电气信号设备

装置、金属结构、安防设备、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用标牌、海洋工程专用设备、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电池、照明器具、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电工仪器的制造；电气设备修理；架线

和管道工程；建筑工程；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的批发；工程和技术研

究与试验发展；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安全系统监控集成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工程管理

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及规划管理；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技术和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的开发与运营管理；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

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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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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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全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500 万元。 

3、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宣泽；注册资本：69,940.8918 万元；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苏南路 1 号（自贸区武汉片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2576928XD；经营范围：信息科技领域光、电器件技术及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

和相关技术服务；信息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系统集成；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

制、开发、系统集成；网络及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安全

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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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8,500 万元。 

4、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昆初；注册资本：273,500.00 万

元；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邮科院路 8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14508850F；

经营范围：通信系统及终端、仪器仪表、电子信息、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电子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部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开发销售应用软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推广；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网、支撑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

设计施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通信工程、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

其规定）、代理进出口；防雷设计与施工；交通机电设施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及交通机电

设施产品的销售；汽车电子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通信类杆或塔的生产制造及安装（国家规

定凭许可证经营的凭许可证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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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5,000 万元。 

5、 武汉同博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丁峰；注册资本：2,644.854 万元；住所：武

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68099132Y；经营范围：通信、电

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的研制、开发、制造、销售；通信工程设计、施工、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及质量检测认证；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不含餐饮经营）；日用百货、酒类、预包装食

品的批发兼零售；烟草零售；食用农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票务代理；国内旅游业务；教育咨询

（不含教育培训）；会议会展服务；体育娱乐咨询服务；水电费代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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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1,500 万元。 

6、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熊向峰；注册资本：19,800 万

元；住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 2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30019146XY；经营范围：通信、半导体照明和显示、电子、计算机技术及产品的开

发、研制、生产、技术服务及销售；通信工程的设计、施工（须持有效资质经营）；通信信息

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科研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对外投资；项目投资。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8,000 万元。 

7、 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尧；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园线缆大楼三楼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9G4LC2U；经营范围：服务器、计算机、存储产品、云计算、交换机、工作战

软硬件产品及相关部件的技术和产品、光纤通信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设备、光模块、终

端设备及通信产品（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智能交互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网

络信息安全软件、信息安全设备、人工智能应用软件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云存

储服务；信息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集成、运营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信息系统、人工

智能行业应用系统的工程设计、施工、系统集成服务、运营和维护；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

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货货物及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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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武汉众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书平；注册资本：27,930 万元；住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瑜路 546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8181997XW；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网络通信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服务、销售；电子

工程及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系统集成及维护；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维修；

通信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施工；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安装工程实施；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施工；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

物及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500 万元。 

9、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书平；注册资本：5,566.854 万元；住

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2466171X0；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光纤传感、仪器仪表、光机电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技术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制造、销售；承接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维护；

自动化办公设备、机电设备、仪表及电子产品生产、销售；钢材、钢铁炉料、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计算机销售；机械设备安装及维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

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

消防器材开发研制、生产、销售；消防工程设计、制造、安装；消防设备的销售；消防器材的

维护及修理业务；电子专用设备（火灾自动报警设备及消防联动控制设备、建筑电气设备、自

动灭火设备、楼宇自动化控制设备、住宅小区智能化设备、可视对讲设备、应急疏散设备、电

气火灾设备、消防远程监控设备）、监测仪器（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技术服务；消防系统升级与改造；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机电工程、机电安装

工程、输变电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消安防系统监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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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 

10、 武汉烽火富华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新友；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邮科院路 88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79148369L；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研发与应用；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建筑相关软件与硬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维护及技术服务；智慧能源、智能电网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维护及技术服务；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电力工程、机电

工程、消防工程、公路工程相关业务的设计、采购、施工、检测、运维；工程勘察测量、工程

咨询；售电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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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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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较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000 万元。 

1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鲁国庆；注册资本：780,000 万元；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一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400011016E；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缆、电子元器件、

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通

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小区及写字楼物业管理；

供暖、绿化服务；花木租赁；房屋维修、家居装饰；房产租售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交流；百货、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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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同受中国信科控制。 

履约能力分析：该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较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其应

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2022 年全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 

12、 2022 年全年，与同受中国信科控制的除上述关联方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之间进行的各

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5,600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公司已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签订

了《生产辅助服务原则协议》、《综合服务协议》、《房屋租赁合同》、《培训、情报服务委

托协议》等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协议的具体情况报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批通过，并履行了相

关的披露手续； 

2、由于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每月都持续发生，每笔业务的金额不确定，因此

对 2022 年度内有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测，与关联方根据市场和实际需求进行业

务往来，事先没有签订具体的合同，具体协议待实际发生时再予以签订； 

3、本公司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法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价格，有国家定价的，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依照国际和国内市场

公允价格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

段，对公司有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这些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在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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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合同的框架内进行的，公司的合法权益和股东利益得到了充分保证。上述交易对本公司

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结

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的合理预计，是对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的规范，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顺利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和表决的过程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该

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