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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于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
展及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19 年与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激光研究院”）、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锐晶公司”）、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其下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人民币 959.8 万元，主要关联交
易内容为销售商品、采购物料。
2018 年度采购物料类关联交易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4,252.33 万元，销售商
品类关联交易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16,156.06 万元。
2、公司于2019年2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伍
晓峰先生、曹敬武先生、闫大鹏先生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未达
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二）2019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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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因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
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在 100 万以上且达
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单一关联人，单独列示关联方信息；其他关联人根据
实际情况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注 2：截至披露日是指截至 2019 年 2 月 1 日。
注 3：上年发生金额为签署合同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 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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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物料 2,6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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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4%

采购物料 885.41

1,000

0.72%

-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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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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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下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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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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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其下控股子公司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
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峰控制有
限公司
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
限公司
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
向关联方

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
设计所
接受关联
方提供劳
务

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0

350

0%

-100%

销售商品 906.65

1,000

0.48%

-9.34%

销售商品 330.05

500

0.17%

-33.99%

销售商品

0

200

0%

-100%

技术开发

5,950

10,000

100%

-40.5%

技术开发

0

10,000

0%

-100%

技术开发

60

60

36.12%

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异，主要原因:
一、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
上下游客户需求就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
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受
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2018年8月，公司与关联方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江苏华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及河北华
工森茂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关联期满，表中实际发生金额
未统计关联期满后发生的交易金额，而预计金额包含预估
全年将发生金额，因此存在一定差异。以上属于公司正常
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根据业务实际发展情况，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实
施主体由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更换到了激光研
究院，原预计与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发生的关
联交易不予以实施，导致以上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
易与预计金额有一定差异，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
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为：（1）公司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上下游客户需求就可
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
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2018年8月，公司与部分公司
关联期满，表中实际发生金额未统计关联期满后发生的交
易金额，而预计金额包含预估全年将发生金额。（3）根据
公司业务实际发展情况，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实施主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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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更换到了激光研究院，原
预计与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
予以实施，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以上
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定价公允。

二、关联人介绍与关联关系
1、武汉光谷航天三江激光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主要办公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法定代表人：伍晓峰
注册资本：5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激光产业技术开发、技术转移转化、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激光
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信息激光设备的开发、生产、批发兼零售；科技企业孵
化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总资产 77,271.32
万元，净资产 52,720.6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6,960.16 万元，净利润 120.66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激光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激光研究院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
2、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主要办公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999 号
法定代表人：伍晓峰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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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固体激光器芯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总资产 10,322.27
万元，净资产 7,013.78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91.12 万元，净利润 2.16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锐晶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
（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锐晶公司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3、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212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212 号
法定代表人：庄丹
注册资本：10,03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德拉克通信科技公司
主营业务：设计、生产光纤光缆器件材料及宽带接入网通讯系统设备，销售
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总资产 62,003.37
万元，净资产 33,481.7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0,906.3 万元，净利润 4,496.22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总工程师闫大鹏之弟闫长鹍任该公司控
股股东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五）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及财务
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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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高红卫
注册资本：1,8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法人）
主营业务：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各型导弹武器系统、航天产品、卫星
地面应用系统与设备、雷达、数控装置、工业控制自动化系统及设备、保安器材、
化工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电子及通讯设
备、计量器具、汽车及零配件的研制、生产、销售；航天技术的科技开发、技术
咨询；建筑工程设计、监理、勘察；工程承包；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货物
仓储；住宿、餐饮、娱乐（限分支机构），纺织品、家具、工艺美术品（金银饰
品除外）日用百货的销售。
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数）：总资产 28,795,049.36
万元，净资产 15,632,831.33 万元；营业收入 17,893,171.32 万元；净利润
1,176,822.13 万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其下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满足《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履约能力：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其下控股子公司均自成立以来依法存
续，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交易价格均由双方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
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的原则协商定价，并根据
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向激光研究院及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其下控股子公司主要是
销售脉冲光纤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及配套配件等，主要用于激光打标机、激
光清洗机及激光切割机的生产与组装。
2、公司向锐晶公司主要是采购半导体芯片，用于公司的核心器件半导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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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模块的制作，向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有限公司主要是采购套管类产品，用
于激光器制作过程中光纤的保护。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情况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内容为销售商品、采购物
料，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保持正常、持续经营的实际需要，
有助于扩大公司经济效益及生产成本优势。
2、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公允、
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公司的主营业
务也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行为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此次所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正常业务发
展的需要，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
易条件及签署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因
为：（1）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自身经营需求及上下游客户需求
就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测算的，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
执行进度确定，受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2）2018 年 8
月，公司与部分公司关联期满，表中实际发生金额未统计关联期满后发生的交易
金额，而预计金额包含预估全年将发生金额。（3）根据公司业务实际发展情况，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实施主体由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更换到了激光
研究院，原预计与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予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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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
平合理，定价公允。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在 2019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购买物料、销售商品的持续性日常关联
交易是公司满足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交易价格以市场价为依据，按照等价有偿、
公允市价的定价原则，未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下降的原因为苏州长光华芯光
电技术有限公司及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等关联方不再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关联交易价格将以市场定价为依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
影响，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将持续关注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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