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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方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等有关规定，对有方科技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 2022

年 3月 31 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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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产品、

商品 

深圳市万睿

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2,500 1.55%-1.92% 150.97 545.66 0.53% 

关联方业务需

要预计 2022 年

采购额增加 

西安迅腾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5,000 3.11%-3.85% 0 140.76 0.14% 

关联方业务需

要预计 2022 年

采购额增加 

深圳市有方

百为科技有

限公司 

1,800 1.12%-1.38% 4.98 0 0 

关联方业务需

要预计 2022 年

采购额增加 

合计 9,300 5.78%-7.15% 155.94 686.42 0.67% - 

向关联人

采购产

品、商品 

西安迅腾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3,000 2.33%-2.88% 0 0 0 

公司业务需要

预计 2022 年采

购额增加 

合计 3,000 2.33%-2.88% 0 0 0 -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同类业务系指公司销售的物联网无线通信产品或采购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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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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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产品、

商品 

深圳市万睿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5,000 545.66 

关联方受行业调控政策

影响，实际采购低于预

计 

西安迅腾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6,000 140.76 

关联方业务受疫情和原

材料短缺等影响，实际

采购低于预计 

深圳市有方百为科

技有限公司 
2,900 0 

关联方业务拓展稳步进

行，实际采购低于预计 

合计 13,900.00 686.42 -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深圳市万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1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喻斌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63 号梅林万科中心四层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智能化工程；智能化系统和智能化设备的设计、安装、维护

和技术服务；智能家居系统和设备的技术开发和销售；智慧城市、智慧物业和智

能楼宇系统的技术开发和服务等 

主要股东：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2,742.08 万

元、净资产 25,316.5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41,666.23 万元、净利润 23,134.97

万元（未经审计）。 

2、西安迅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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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4 年 8 月 17 日 

法定代表人：解昌翰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69 号创新商务公寓 3 号楼 10413 室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水资源信息化相关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研发、销售及工程运维服

务 

主要股东：解昌翰持股 31.50%；有方科技持股 30.00%；西安祥翰捷腾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2.00%；徐红梅持股 10.50%；宋双红持股 7.00%；

盛琦持股 7.0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975.72 万

元、净资产 3,407.33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4,786.29 万元、净利润 107.04 万

元（未经审计）。 

3、深圳市有方百为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 年 7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汤志能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 1 号楼 4302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教育相关的物联网应用服务、技术服

务，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运维服务、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有方科技持股 36.00%；深圳百为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34%；

深圳绍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47.27 万

元、净资产-0.9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99 万元（未经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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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认定 

1 
深圳市万睿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董事喻斌任关联方董事兼总经理 

2 西安迅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30%，同时公司董事魏琼任关联方董

事 

3 
深圳市有方百为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持股36%，同时公司董事魏琼任关联方董

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公司将就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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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向相关

关联方销售物联网无线通信模块、终端、电子元器件等，以及向相关关联方采购

设备和服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

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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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

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协议或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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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选择的

合作关联方均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且公司与前述关联方存在良好的合

作伙伴关系，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在公司

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

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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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以

市场化原则确定，若交易的产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根据成

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程序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

事予以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创证券认为：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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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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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遵循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上述有方科技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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