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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B 股 

编号：临 2022-012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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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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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并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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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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普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500 128 不适用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5,000 1,425 不适用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4,000-6,000 6,251 智能制造类产品销售增加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00-1,200 541 不适用 

华存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50 18 信息通信类产品销售减少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100-3,200 1,554 不适用 

小计 4,620-15,950 9,917  

向关联

人购买

产品、

商品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500 12 不适用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5 信息通信类产品采购增加 

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100-200 130 不适用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400 40 金融科技类产品采购减少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550-800 646 不适用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50 11 不适用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00-300 127 信息通信类产品采购减少 

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100-200 144 不适用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100 96 不适用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200 0 金融科技类产品采购减少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107 信息通信类产品采购增加 

小计 1,160-2,750 131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2 信息通信类劳务提供增加 

浙江东信昆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控股公司 
0-240 262 信息通信类劳务提供增加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0-400 271 不适用 

小计 0-640 575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浙江东信昆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控股公司 
0-300 7 不适用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1 信息通信类接受劳务增加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10-20 11 不适用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0-100 47 信息通信类接受劳务减少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0-940 860 不适用 

小计 60-1,360 926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 

杭州启迪东信孵化器有限公司  0-450 430 不适用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0-300 234 不适用 

小计 0-750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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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公司 
 22 房屋租赁增加 

小计  22  

  合计 5,840-21,450 13,422  

（二）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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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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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4,000-8,000 1.21-2.42 1,304 6,251 2.06 不适用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300-1,500 0.09-0.45 108 541 0.18 不适用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6,000 0.3-1.82 1,770 1,425 0.47 不适用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 
100-1,000 0.03-0.3  1,254 0.41 不适用 

小计 5,400-16,500  3,182 9,471 
 

 

向关联

人购买

产品、

商品 

 

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0-300 0-0.1  130 0.05 不适用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200-800 0.07-0.28 43 646 0.24 不适用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0-300 0-0.1  127 0.05 不适用 

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0-300 0-0.1 3 144 0.05 不适用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1,500 0.07-0.52 2   
金融科技类

产品采购增

加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 
0-300 0-0.1  81 0.03 不适用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0-1,000 0-0.34    
原材料采购

增加 

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

有限公司 
0-3,500 0-1.21    

原材料采购

增加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0-1,000 0-0.34    
原材料采购

增加 

小计 400-9,000  48 1,12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浙江东信昆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控股公司 
0-300 0-0.09 31 262 0.09 不适用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 
0-1,100 0-0.33 286 151 0.05 不适用 

小计 0-1,400  317 41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10-20 0-0.01  11 0 不适用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0-100 0-0.03  47 0.02 不适用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200-1,200 0.07-0.41 61 861 0.3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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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控股公司 

小计 210-1,320  61 919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 

 

杭州启迪东信孵化器有限公司  0-500 0-0.15 109 430 0.14 不适用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 
100-500 0.03-0.15 58 118 0.04 不适用 

小计 100-1,000  167 54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 
0-30 0-0.01 8 22 0.01 不适用 

小计 0-30  8 22   

  合计 6,110-29,250  3,782 12,50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各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软件开发；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系统开发；通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材料销售；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专

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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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等。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万谦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66 号东信科技园 2号楼 5 楼 

主要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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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数据通讯、视频通信、网络接入产品、计算机及配件和软件的

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工器材的销

售；通信信息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计算机信息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和

系统集成及相关咨询服务等。 

注册资本：3,42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志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高新开发区 0708幢西侧一层(长乐路 2号) 

主要股东：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3、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设计、生产通信设备、元器件、计算机网络及外围配套设备、

电子信息设备、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及设备、邮政产品、税控收款机产品、智

能识别系统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系统及设施，工程施工信息系统集成；实验室

产品检测等。 

注册资本：38,222.5337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上海市宜山路 700号 

主要股东：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4、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

制造；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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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

空调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

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

计施工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

内货物运输代理；销售代理；市场营销策划；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礼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700 号 2号楼 

主要股东：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服务消费机器

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

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照相机及器材制造；照相机及器材

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通

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特种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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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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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永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 399 号 2号楼 B楼 305室 

主要股东：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6、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子信息系统的设计、集成与施工；软件开发、销售和服务；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子通信信息服务；节能技术服务；电子通信设备、广

播电视设备、测量与控制设备、天线产品、电力自动化、时频器件、智能交通、

集成电路、安全电子、程控数字交换机及软交换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设

备、大屏幕及视讯产品、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外围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的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管理和支持、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以上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需经前置审批的除外）；经营电

信业务；汽车销售（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工程技术咨询服务；通信工程设

计；防雷工程设计、施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者限制经营

的除外）；承揽安全技术防范壹级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维修（凭资质

证书经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屋租赁；(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资质证在有效期内

经营)：卫星电视接收天线、高频头的生产；停车场经营等。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军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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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街 21号 

主要股东：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

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有色

金属压延加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

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金

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电镀加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

成电路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注册资本：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文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工业园富山三路 1号 

主要股东：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承担业务网、支撑网、基础网的各种规模的各类

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电子通信广电行业通信工程（无线通信、有线通信）

类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通信设备成套服务；设备安装、调测和维修；工

程项目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信技术培训；销售通信产品；计算机系

统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招标及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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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1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28号院 

主要股东：中华通信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9、华存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计算机、电脑存储、网络、系统集成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开发、生产、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及弱电工程的设计、安装等。 

注册资本：5,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为民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91弄 20 号陆家嘴软件园 9号楼南塔 5楼西 

主要股东：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10、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气安装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

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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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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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数字技术、电子信息系统、计算机、

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网络技术服

务；对外承包工程；电子产品销售；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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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2,685.2228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江波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 1485号 43号楼 6层 

主要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等 

11、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子、通讯、计算机专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软件开发，网络工程，电子产品设计与生产，计算机配件、智能集

成设备（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等。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新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535号 3号楼 9楼 

主要股东：中电科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12、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

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期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通信系统及终端、网

络通信设备及终端、广播电视系统及终端、计算机及软件、系统集成、光电缆、

邮政专用设备及相关的配套元器件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承包境内

外工程及招标代理；工程施工承包、工程规划、设计、监理；机电产品、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专业作业车辆销售;实业投资；

技术转让、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等。 

注册资本：190,30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吕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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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号中国普天大厦 

主要股东：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3、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子、通信产品及相关软件、系统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系统

及设备安装及相关的培训；教学仪器、通用设备、实验室设备、广播器材的技

术开发、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多媒体设计服务、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工程设计

服务、体育工程设计服务、产品设计、室内设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承包；销售 I 类、II 类、

III类医疗器械等。 

注册资本：20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成纬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号 14 层 

主要股东：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4、普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销售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除电子产品、服装等实体店）；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演出除外）等。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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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治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6号 15 层 

主要股东：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招投标代理业务；装饰工程施工；进出口业务；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销售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小轿车、装饰材料、

建筑材料、焦炭、钢材、汽车零配件、日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农畜产

品、服装、鞋帽、工艺品、非金属矿石及制品；经营电信业务；销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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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洪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东土城路甲 9号 

主要股东：中电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软件、电子产品及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电器机械及器材、

普通机械、交通运输设备、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国家专控产品除外）、金属

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纸制品、石油制品（成品

油除外）、化工产品、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金、银及其制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手机的生产、研发、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供应链管

理咨询与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服务；矿产品、家具销售；办公用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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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子商务；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面向成年人开展的培训服务（不含

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类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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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招投标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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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立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将军大道 39号 1幢 108室（江宁开发区）  

主要股东：中电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技(武汉)电子信息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南京行仁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7、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

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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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学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号 

主要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杭州启迪东信孵化器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为孵化企业或项目提供管理和营销策划，投资咨询（除证券、

期货），投资管理等。 

注册资本：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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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郑耀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 66 号 1号楼 1105室 

主要股东：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启迪教育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浙江华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 

19、浙江东信昆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通信网络终端产品、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忠民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66 号 E座 323室 

主要股东：周忠民、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万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 

南京南方电讯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珠海杰赛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普天信息工程设计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华存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电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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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普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国远东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电科技（南京）电子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电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杭州启迪东信孵化器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法人 

浙江东信昆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法人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与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中，关联方均具

备相应支付能力；前期与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中，

关联方均具备充分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2022年度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以公允的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和付款安排按照签订的合

同条款执行，结算方式主要是电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并且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