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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17-016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 2017 年度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7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根据 2016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和 2017 年度经营计划，对 2017

年度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方 
2017 年预计

发生总额 

2016 年实际

发生总额 

采购原材料、

接受劳务 

热打印头、接受劳务 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000 2,890.36 

采购工业机器人设备、接受开发

劳务等 
威海新北洋正棋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1,500 556.91 

委托加工线路板等 山东新康威电子有限公司 1,000 499.87 

委托加工线路板等 威海星地电子有限公司 1,000 500.91 

接受代理维修劳务 北京华信创银科技有限公司 800 0 

接受代理维修劳务 厦门市益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800 133.58 

厂房租赁、水电费、生产外包等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 575.97 

接受代理维修劳务 南京百年银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500 55.57 

接受代理维修劳务 上海澳林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0 263.8 

采购线圈 山东宝岩电气有限公司 100 34.94 

销售商品、提

供服务 

销售金融类产品 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5,000 9,948.74 

销售金融类产品 北京华信创银科技有限公司 4,000 66.67 

销售金融类产品 厦门市益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500 1,330.98 

销售金融类产品 南京百年银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2,000 14.99 

厂房租赁 威海北洋电子信息孵化器有限公司 200 130.24 

厂房租赁、水电费、空调费等 威海新北洋正棋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0 67.28 

销售打印机等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 0.91 

厂房租赁 威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10 10 

合     计 34,660 17,081.7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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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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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88 年 4 月 12 日 

住所：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陈福旭 

注册资本：9,353.75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射频识别产品、光纤传感器产品、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云计算，

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和运营，物业管理及投资管理业务 

关联关系：持有公司 14.69%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5,269 万元，净资产 20,544 万元；2016 年实现

营业收入 10,796 万元，净利润-8,019 万元。（母公司财务数据，数据未经审计） 

2、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5 年 10 月 16 日 

住所：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宋森 

注册资本：9,000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TPH 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担任董事长，公司副总经理姜天信先生担任董

事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713 万元，净资产 19,985 万元；2016 年实现

营业收入 27,991.万元，净利润 3,408 万元。 

3、山东宝岩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4 年 6 月 21 日 

住所：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陈福旭 

注册资本：633 万美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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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电感线圈等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北洋集团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721 万元，净资产 5,403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

收入 7,023 万元，净利润-187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4、山东新康威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3 月 31 日 

住所：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陈福旭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通讯等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线路板加工业务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北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78 万元，净资产 1,900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

收入 7,680 万元，净利润 199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5、威海星地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3 月 28 日 

住所：山东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五街 34 号 

法定代表人：陈福旭 

注册资本：454 万美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各种连接线及激光、喷墨打印机、传真机装置、配套线路板装配

等产品 

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陈福旭先生担任董事长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633 万元，净资产 7,595 万元；2016 年实现营

业收入 9,957 万元，净利润 615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6、威海北洋电子信息孵化器有限公司（原名：威海北洋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变更） 

成立时间：2014 年 07 月 02 日 

住所： 山东省威海市高技区怡园街道火炬路 169 号 

法定代表人：范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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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技术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服务等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北洋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17 万元，净资产 195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7 万元，净利润-83 万元。（数据未经审计） 

7、南京百年银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4 月 4 日 

住所：南京市湛江路 69 号 12 栋 302 室 

法定代表人：石成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金融机具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 5%以上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45.92 万元，净资产 668.65 万元，2016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785.90 万元，净利润 21.14 万元。 

8、威海新北洋正棋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18 日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昆仑路 126-7 号 

法定代表人：荣波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电机及驱动器、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光机电一体化设备、机器人与自

动化装备、电子产品及配件的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生产销售；光机电一体化设备、自

动化系统工程软硬件组装。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荣波先生担任董事长，公司副总经

理姜天信先生担任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36.42 万元，净资产 4,205.91 万元；2016 年实

现营业收入 1,006.86 万元，净利润-570.54 万元。 

9、上海澳林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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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5 年 4 月 27 日 

住所：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温州经济城车亭公路 1166 号 

法定代表人：祁师洁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

仪表仪器、办公用品批发零售。（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 5%以上股东的控股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76.85 万元，净资产 521.76 万元，2016 年

实现营业收入 450 万元，净利润 25 万元。 

10、北京华信创银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06 月 13 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南河村河东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田华颖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金融机构现金管理系统、自助设备、防伪、鉴伪等金融机具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 5%以上股东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6,302.31 万元，净资产 5,497.81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61.10 万元，净利润 549.78 万元。 

11、厦门市益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4 月 4 日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415 号 22H 室 

法定代表人：夏云珍 

注册资本：1001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代理销售银行现金处理设备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 5%以上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8,830 万元，净资产 3,079 万元，2016 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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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营业收入 4,876.59 万元，净利润 576.44 万元。 

12、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6 月 6 日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金融中心 D 栋 17 楼 

法定代表人：赛志毅 

注册资本：壹拾亿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

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

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森先生担任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

经理荣波先生担任监事的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57,599 万元，净资产 100,507 万元；2016 年实

现营业收入 9,430 万元，净利润 507 万元。 

13、威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成立时间：2005 年 3 月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关联关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方是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经营情况较为稳定，公司向其采购原材料和接

受劳务的质量、供货及时性等均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向其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回款时间

也能够按照合同等相关条款的约定按时履行。 

综合各关联方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公司认为其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各项业务往来，均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与

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

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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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

及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没

有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五、内部决策程序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独立意见。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监事依法回避表决。公司监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

序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均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关

联交易的协议条款、定价方式、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关联

监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关联交易没有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3、上述关联交易尚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公司已向我们提供了本议案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

通，已征得我们的事先认可。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

系日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及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交易价格是参

照市场公允价格，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均按

照“公平自愿、互利互惠”的原则制定，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造成损害和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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