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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3-003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预计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以市场价格为定价标准，是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产

生较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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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邯先生、霞晖先生、袁红女士、谭军先生、兰盈杰先生在审议该议案

时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

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事前确认，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所涉及的事项属于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合理的交易行为，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

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损害和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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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定价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4、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定价方式公平公允，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注：2022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全称） 

2022 年预

计金额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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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

任公司 
365 375 - 

小计 365 375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25 17 -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1655 1174 出货延迟 

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20 75 - 

小计 1800 1266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服务 

四川九洲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302 299 - 

小计 302 299 - 

合计 -   2467 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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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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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四川九洲线缆

有限责任公司 
200 90 0 375 93.54 

根据需

求确定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四川湖山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20 0.04 0 17 0.04 - 

四川九洲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3069.5 6.8 0 1174 3.10 

根据业

务发展

确定 

深圳市九洲光

电科技有限公

司 

50 0.11 0 75 0.20 

根据关

联方需

求确定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服务 

四川九洲保险

代理有限公司 

 

300 80 0 299 78.35 - 

合计 - 3639.5 - 0 1940 - - 

注：上表 2022 年实际发生的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以审计结果为

准。上表中占同类业务的比例为占同类细分业务的比重。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绵阳市科创园区九洲大道 259 号 

法定代表人 夏明 

注册资本 102,280.6646 万元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通信传输设备制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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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接收系统、整机装饰件的制造、加工、销售和安装，

软件业，文娱用品、文化办公机械、电工器件、家用电器、

影视设备、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录音录

像带、灯光器材销售、维修，安装和咨询服务，木制品加

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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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成立日期 1991 年 11 月 28 日 

经营期限 199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6 年 07 月 29 日 

主要股东名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659,547,485.16 5,479,377,877.55 

净资产 3,045,753,529.84 2,947,037,997.76 

主营业务收入 2,722,608,562.01 3,397,104,735.43 

净利润 166,289,076.53 180,772,229.57 

2、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同观路十九号路 10 号九

洲工业园厂房 1 栋 101 一至二层 

法定代表人 李洪 

注册资本 34,152 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显示屏工程及安装；照明工程的设计与

施工；照明应用产品的设计；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经纪；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LED 显示

屏、SMD 器件、LED 发光二极管、单灯、点阵/数码、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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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饰、镇流器、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 2010 年 02 月 08 日 

经营期限 2010-02-08 至 2030-02-08 

主要股东名称 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注：深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四川

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集团”、“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深圳市九洲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46,468,049.82 140,324,060.81 

净资产 57,090,215.04 61,546,238.59 

主营业务收入 120,823,578.14 159,713,515.42 

净利润 -4,456,023.55 1,157,489.89 

3、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绵阳高新区科技城大道南段 89 号 

法定代表人 冯雪峰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727454249M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检

验检测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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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经营；光纤制造；光纤销售；

光缆制造；光缆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

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

属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

网络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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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机械

零件；零部件加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五金产品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气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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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2011 年 08 月 16 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名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80%）、绵阳

兴绵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20%）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9,681.90 112,056.96 

净资产 39,619.87 39,986.71 

主营业务收入 350,226.88 480,992.37 

净利润 637.24 598.06 

4、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四川省绵阳市湖山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 潘志祥 

注册资本 18,0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4791809980G 

经营范围 电子音响设备、整机装饰件的制造、加工、销售和安装；

文娱用 品、文化办公机械、电工器件、家用电器、影视

设备、电子元器 件、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灯光器材、

线材的制造、加工、销 售、安装和咨询服务；LED 显示

屏、舞台机械设备销售、维修、 安装和咨询服务（该项

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经营本企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                              

 7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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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投影设备的研发、制

造、加工、销 售、安装和维修；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

广播电视设备生产、 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及 信息处理技术、系统集成、

通信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网络、通信工程施

工；钣金及其他金属加工，机械与电器非标设 备设计与

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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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6 年 8 月 1 日 

经营期限 2006-08-01 至 长期 

主要股东名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44.10%，并通

过控制兴绵基金控制其 19.00%股份，合计持股 63.10%。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68316.68 66264.29 

净资产 47756.82 47996.19 

主营业务收入 31636.52 49961.39 

净利润 2661.79 7862.56 

5、四川九洲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四川九洲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勇 

注册资本 6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752320357N 

经营范围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根据保险公司委托，

代理相关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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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3 年 7 月 23 日 

经营期限 2011-07-27 至 203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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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名称 四川九洲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69.08%）、深

圳市九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6.70%）、四川九

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5%）、四川科瑞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3%）、王子归（持股比例 3.3%）、刘

勇（持股比例 2.92%）。 

（2）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508,642.57 11,297,984.12 

净资产 7,878,086.86 11,026,094.48 

主营业务收入 15,724,143.56 23,848,197.64 

净利润 830,248.95 1,221,552.68 

（二）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控制下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均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情况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其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持续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方名称 主要交易内容 

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电缆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PCB 

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 PCB 

四川湖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 PCB 

四川九洲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通过保险代理公司购买保险，保险代理公司代收

代付保险费的价格系第三方的实际价格。 

（2）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同类业务的市场价格确

定，定价方式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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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交易定价正常、合理，建立在公平、

互利的基础上，并严格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

关联交易的执行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

较大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