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代码：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1-12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公告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经营的实际

需要，预计 2021 年度将与关联方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建投”）及其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泰”）、

同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药业”）及其下属子公司、北京清华同

衡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同衡”）发生经常性关联交易，交易金

额不超过 150,000 万元，主要系向关联方及其下属子公司销售/采购商品、提供/

接受劳务、工程承包/分包以及房屋租赁。 

2021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对《关于 2021 年度

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回避 5票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联董事孙波先生、卫炳章先生、

柴宏杰先生、李保华先生、童利斌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深圳

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采购

产品、提供/接受劳

务、承包/分包 EPC 及

其它建筑工程类项目 

山西建投及其 

下属子公司 

销售/采购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97,400  2,602 

2,260 提供/接受劳务       5,000  / 

承包/分包建筑      40,000  43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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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工程类项目 

关联方租赁 

 

深圳市华融泰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房屋建筑物/ 

其他固定资产租赁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1,200 

171 743 

销售/采购商品   

提供/接受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采购

产品、提供/接受劳务 

同方药业及其 

下属子公司 

销售/采购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6,000 

/ 

58 提供/接受劳务 / 

承包/分包建筑工程类 

项目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及提供劳务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研究院有

限公司 

提供/接受劳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商

确定 

400 / 154 

合计 150,000 3,212 3,215 

3、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及提供劳务 

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151 2,000 0.92% -1,849 

2020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关联方租赁 

（公司为承租方） 

深圳市华融泰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房屋租赁及 

物业 
743 800 60.65% -57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商品及提供劳务 

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及 

提供劳务 
154 1,500 0.94% -1,346 

向关联方销售/采购

产品、提供/接受劳

务、承包/分包建筑工

程类项目 

山西建投及其

下属子公司 

销售/采购商品 911 

200,000 

52.24% 

-197,740 

2020 年 7 月 16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提供/接受劳务 226 1.55% 

承包/分包建筑

工程类项目 
1,123 49.43% 

向关联方销售/采购

产品、提供/接受劳

务、承包/分包建筑工

程类项目 

同方药业及其

下属子公司 

销售/采购商品 12 

10,000 

2.09% 

-9,942 

提供/接受劳务 46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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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中新苏州工业

园区清城环境

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  0.1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采购商品、提供/接受劳务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发生额

差异较大，系市场经济趋势下行，公司与关联方关联交易项目减少，导致收入大幅减少，上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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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20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事

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行为。 

注：因 2020年度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上述 2020年度关联交易的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701002121R 

法定代表人：孙波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山西示范区新化路 8号 

经营范围：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各类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科研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物

业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装配式建筑、市政设施构件的生产、经营及销售；

新型建材与装配式内装修部品的生产、经营及销售；物流信息服务；对外承包工

程，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国外设立企业；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境外矿产和农业投资、工业加工；建设工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及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生产、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建材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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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山西建投营业收入 5,836,6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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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 142,330.88 万元，总资产 13,597,627.08 万元，净资产

3,840,224.11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山西建投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间接持有公司 26.48%的股份。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的情形，山西建投为公司的

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山西建设系山西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有投资建设集团公

司，该公司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经查询，山西建投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 11号英龙商务大厦 29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柴宏杰 

注册资本：65142.26299 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日，华融泰营业收入 147,098.04 万元，

净利润-40,167.27 万元，总资产 977,908.68 万元，净资产 384,074.48 万元（未

经审计）。  

关联关系：华融泰持有公司 266,533,049 股，占总股本比例 26.48%，为公

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华融泰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经查询，华融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同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西康路 23 号(中关村科技园区延庆园)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3044655Y 

法定代表人：蒋朝文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片剂（含抗肿瘤药）、凝胶剂、乳膏剂、粉针剂（头孢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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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贴剂（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15日）；销售钝顶螺旋藻

片；制造、销售食品（含保健食品）；生产化妆品；生产医疗器械、消毒用品；

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化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商业用房；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仓储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该企业

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由内资企业转为外资企业；生产化妆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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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12月 31日，同方药业营业收入 7.55 亿，净利

润 0.97 亿元，总资产 7.87 亿元，净资产 4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总经理童利斌先生在同方药业担任董事职务。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的情形，同方药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履约能力分析：同方药业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经查询，同方药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嘉园东区甲 1 号楼 16层 160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 册 地：北京 

法定代表人：袁昕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规划管理;风景名胜区管理;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城市园林绿

化;市场调查;测绘服务;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电脑动画设计;文艺创作;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展厅的布置设计;包装装潢设计;工艺美术设计;筹备、策划、

组织大型庆典、组织文化节;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检测;环境监测;

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噪声、光污染治理;基础软件服

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经济贸易咨询;出租办公用房;

技术进出口;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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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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清华大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清华同衡营业收入 101,136.36

万元，净利润 3,316.69 万元，总资产 92,791.01 万元，净资产 39,197.69 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清华同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清控人居的参股股东，清华同衡与清

控人居集团有限公司共计持有清控人居 20.47%的股份。                                             

履约能力分析：清华同衡系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经查询，清华同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类型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采购商品和提供、接受劳务以及房屋租赁等，

付款方式为按合同约定的进度分期付款。 

以一般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业务经营活动中持续的、经常性交易行为，是公司日

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关联方的资源优势，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且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 3,212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任意女士、昝志宏先生、樊燕萍女士、陈运红先生对上述日常

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促进公司发展，并且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 

其定价政策是参考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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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符合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

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