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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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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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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2020年拟与关联方发生包括
关联采购、关联物业租赁等关联交易。关联人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中电华大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华大半导体有限公
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深圳
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迪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电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产业工程有
限公司、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27,700万元。
本次拟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20年1月20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含下属企业)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提案。关联董事宋健、曲惠民、吴海、
方泽南、徐效臣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汪军民、江小军、宋晓风就该
关联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提案须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
东需回避表决。

（二）2020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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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芮晓武；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848,225.199664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电子
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
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
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

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9 年半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031.28 亿元，净利
润为-7.86 亿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065.50 亿元，
净资产为 1,095.95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国
电子与本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
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的各类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7,700 万元。
2、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进出口公司）
：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朱以明；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69,421.6 万元；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承办对外贸易
展览展销;招标代理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
程项目;小轿车销售;与以上业务有关的仓储、包装业务、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售;物业管理、房屋设施的维修、
承揽室内装修和装修材料的销售、房屋出租;保洁服务及保洁材料销
售;家用电器维修;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外部设备的研
制、销售;燃料油、重油产品、通讯设备销售;技术开发;销售文化用
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家具、电子产品、建筑材料、机械设
备、通讯设备、服装鞋帽、日用杂货、五金交电、金属制品;向境外

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港澳台地区)(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 年 02 月 22 日);销售食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90.27 亿元、净利润为 5.45 亿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7.83 亿元、净资产为 28.93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进出口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控股公司，也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进出口公司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专
业外贸公司之一，与全世界众多国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
在贸易服务集成、海外工程集成、防务系统集成方面拥有较强实力。
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进出口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为 2,050 万元。
3、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地址：深圳市；经营
范围：集成电路、软件产品开发、整机产品的设计、开发、批发、进
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与上述产品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该公
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净利润为-269.90 万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9.42 万元、净资产为 30.1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华大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进

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30 万元。
4、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菲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强；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6770 万美元；经营范围：平板电脑及其相关零件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经营寻呼机、有绳电话、无绳电话、蜂窝式移动电话、电话
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以及技术咨询服务。从事数字视听产
品的开发、销售。消费通信终端和数字视听产品的元器件产品、零配
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经营照明器具及其附件;照明器具
及其附件的元器件产品、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
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指标、
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生产寻呼机、有绳电话、无绳电话、
蜂窝式移动电话、电话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数字视听产
品、照明器具及其附件,平板电脑及其相关零件的生产。该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63,405.60 万元，净利润为
-11,141.15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4,579.87 万
元，净资产为-26,747.5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菲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菲公司为飞利浦手机全球业务运作中心，
技术实力较强，飞利浦品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由冠捷科技收购后
对其后续业务发展加大了支持和投入力度，预计经营趋势会逐步好转，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其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桑菲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220 万元。
5、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半导体）
：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地址：上海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397506.0969 万元；经营范围：集成电路产品的研究、
开发和销售,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
软件信息系统、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系统、电子设备与系统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
房屋租赁,停车场经营。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3.37 亿元，净利润为 1.04 亿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44.36 亿元，净资产为 94.40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华大半导体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华大半导体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知名企业，
在智能卡及安全芯片、智能卡应用、模拟电路、新型显示等领域占有
较大的份额，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华大半导体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350 万元。
6、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开发公司）
：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于化荣；注册地址：东莞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零部件、元器件、
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金融计算机软
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 CAD/CAM 技术、节能型自动化机电产
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金

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机
器、机顶盒、表计类产品、网络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
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售
后服务及系统集成;LED 封装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医疗
电子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和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家用电器、汽车电子、新能源和物联网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自有物业租赁。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9 年半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3.85 亿元，净利润为
-1,923.76 万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51.92 亿元，净
资产为 9.29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东莞开发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东莞开发公司在移动通讯终端产品制造方面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东莞开发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600 万元。
7、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
材料）：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彭建中；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50,000 万元；经营范围：触控产品及相关器件、液晶
显示产品及相关器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70,307.02 万元，净利润为
1,689.33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5,880.72 万

元，净资产为 154,347.47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液晶材料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液晶材料公司在液晶显示面板生产制造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熊猫液晶显示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10 万元。
8、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平板
显示）：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国忠；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750,000 万元；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出售 TFT-LCD
面板、彩色滤光片和液晶整机模组;提供与产品和业务有关的服务,
以及其他与上述有关的经营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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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9 年半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0.43 亿元，净利润为
-15.69 亿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03.87 亿元，净资
产为 148.54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平板显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平板显示公司在新型 TFT-LCD 显示面板
生产制造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熊猫平板显示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10 万元。
9、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

显示）：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国忠；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723,2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TFT-LCD 面板
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代理;物业管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3.70 亿元，净利润为-11.29
亿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57.86 亿元，净资产为
54.63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平板显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液晶显示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
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熊猫平板显示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50 万元。
10、彩虹（延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延安)新能
源）：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晓宁；注册地址：延安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玻璃、钢化玻璃 、
镀膜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电站建设、运营;太阳能电池芯
片、太阳能电池组件及配套产品以及硅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太阳
能光伏发电相关业务和储能电池、逆变器、家用智能电网等配套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太阳能光伏玻璃上游石英砂加工、深加工;光伏
发电项目物资采购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技术服务、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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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614.84 万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7,305.20 万元，净资产为
36,024.91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彩虹（延安）新能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彩虹（延安）新能源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
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彩虹（延安）新能源进行的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为 500 万元。
11、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系统技术）：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士刚；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承包各类电子系统工程机电
设备工程以及相关的建筑工程;承包有关电子行业和国外工程和境内
外资工程;从事与上述业务有关的勘察设计、设备成套服务、设备安
装、调试和维修、工程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对外派遣与其实
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的劳务人员;电子系统成套设
备的开发、研制、生产、展销和销售、服务;从事节能、环保及绿色
能源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污水处理、固体废
弃物及大气环境治理项目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城市供
热工程设计及安装检修;天燃气建设项目的技术咨询;软件开发;计算
机系统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热力供应;物业管理;机动车
公共停车场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

业管理;城乡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94.75 亿元，净利润为 4.24
亿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9.80 亿元，净资产为
21.31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系统技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系统技术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系统技术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2,000 万元。
12、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中电熊猫照明）：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俊毅；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3,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光源产品及材料的制造、
销售;照明电器及材料的制造、销售;灯具、灯杆及配件的制造、销售;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动力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服务;市政公用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
电子元器件的制造、销售;电真空器件的制造、销售;电子玻璃、光源
玻璃及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金属零部件、机械产品加工、模具制
品的制造、销售;LED 照明及器材的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太阳能科技研发;太阳能组件
制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设计、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材料和技术除外)。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40,127.34 万元，净利润为
-221.24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7,488.58 万元，
净资产为 5,305.96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南京中电熊猫照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
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3,050 万元。
13、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华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熊庭昌；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4,530.6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计算机系统工程
的技术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脑应用软件、微机及
外部设备、通信设备的购销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自有物业管理;本公司及
所属企业的自产产品、自用生产原辅材料、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进出
口业务。家用电器的购销。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0,061.16 万元，净利润为
5,116.47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5,150.71 万元，
净资产为 10,709.98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爱华电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子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爱华电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爱华电子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00 万元。
14、深圳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科技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姜明；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2,379.2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光学产
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安防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以上不含证券、期货、银行、
保险、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该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1,846.64 万元，净利润为
36.0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7,404.39 万元，净
资产为 901.4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公司原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电国
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全资子公司，与本公
司的关系为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2019 年 5
月 22 日工商登记的变更显示，中电信息对深圳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持股比例降为 30%，自此，深圳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再是公
司的关联方。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科技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15、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物业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杨胜平；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园林
绿化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机电设备、供配电设备、给排水设备、
停车场管理系统、空调设备、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
统的上门安装、维修;房地产经纪。机动车停放服务;电梯维修;泳池
经营。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7,702.70 万元，净利润为
252.9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293.88 万元，
净资产为 2,150.87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桑达物业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860 万元。
16、深圳迪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富酒店）：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贺少琨；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经营范围：酒店管理;餐饮管理;物业管理;
会议服务;票务代理;打印复印服务;日用品和工艺礼品销售；住宿服
务;餐饮服务;中西餐制售(含凉菜);酒类销售;茶叶销售。该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90.04 万元，净利润为-15.23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889.75 万元，净资产为
1,804.21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迪富酒店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迪富酒店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迪富酒店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200 万元。
17、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物业）：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李昱宏；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20 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及其业务咨询;园林
绿化工程;环境保洁服务;楼宇机电设备上门维护;房地产经纪;自有
物业租赁;日用百货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楼宇设备设施、建筑智能化、物联网科技、建筑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
及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数据库管理;计算机系
统分析;信息技术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停车场经营与管理;餐饮服
务。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9,521.64 万元，净利润为
185.9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990.04 万元，
净资产为 1,582.63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物业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物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物业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100 万元。
18、广东中电富嘉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富嘉工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镇西；注册地址：广州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467 万元；经营范围：修理、销售、研发及生产电子产
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广播电视发射设备、接收设施);电器机械及器材、
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农副产品(不含许可经营
项目)、纺织原料及产品、塑料、橡胶、皮革、纸制品、建筑材料的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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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汽车销售;软件开发及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建筑设

计、室内外装饰设计、规划设计、工程施工与设计、机电安装工程、
系统集成;物业管理、房屋出租、房屋设施的维修。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29,810.66 万元，净利润为
2,935.11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0,725.00 万元，
净资产为 4,413.67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富嘉工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富嘉工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富嘉工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00 万元。
19、中国电子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产业工程）：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曲惠民；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728.29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
电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的销售;计算机软件与系统集成、集成电路
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技术服务;电子应用技术的开发、
推广及电子系统工程、通讯工程的承包与组织管理;进出口业务;与以
上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2018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30.93 万元，净利润为 9.55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73.69 万元，净资产为
1,840.84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产业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产业工程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产业工程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20 万元。

20、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宋健；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640,000 万元；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网络信息
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
件及其他电子产品;资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凭主管
部门的资质证书经营);酒店管理;进出口业务(凭进出口资格证经营);
信息技术服务(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
房地产开发经营、研发和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承包、设计
与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 生产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
费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
（2）2019 年半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87.52 亿元，净利润为
3.74 亿元，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为 360.99 亿元，净资产
为 163.92 亿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信息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信息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中电信息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 100 万元。
21、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电投资）：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宋健；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35,000 万元；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按外经贸政审函字[97]第 1980 号文经营)。开展对外经济合
作业务(按外经贸合函[2001]500 号文经营)。销售针纺织品、百货、
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汽车、化学危险品)、石油制品(不含成

品油)、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工艺美术品(不
含金饰品),本公司进出口商品内销;劳务服务,信息咨询,包装服务,
物业管理,自有物业租赁、销售;国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汽车、
汽车零配件、工程机械批发零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创业投资。
（2）2018 年，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146.86 亿元，净利润为 5.01
亿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87.59 亿元，净资产为 35.33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深圳中电投资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深圳中电投资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20 年度，公司与深圳中电投资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0 万元。
四、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
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
2、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
场价格定价。
3、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
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4、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
义务，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
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

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6、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
应的审批程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
围，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
定，提升市场竞争力。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本公司之子公司桑达无线公司与关联方东莞开发公司之间在
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3、本公司之子公司捷达运输公司为关联方中电进出口公司、中
电熊猫各下属企业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业提供货物仓储物流服务，
以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桑达设备公司向关联方中电信息、中电系统技术
和迪富酒店提供工程服务，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业务资源，发挥公司
专业优势。该类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本公司委托关联方桑达物业公司管理公司物业，引入专业化
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物业档次，有
助于提升物业经营效益。
5、本公司向关联方华大科技、桑菲公司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
业出租物业，能充分利用公司物业及配套设施，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效
益。
6、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
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7、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将与中国
电子(含下属企业)各关联企业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的需要，可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有任何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
依赖或被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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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