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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2、该项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不包括企展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仁天科
技之控股子公司”）发生有关办公楼租赁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的
收入；公司下属子公司计划与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企展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有关智能
终端设备及配件设计和加工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开拓智能终
端设备业务。

一、公司与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2018年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发生有关
办公楼租赁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景百孚、叶成辉、汪
清、王毅坤、杨晓樱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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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此项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四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杜美杰、陈国宏、何和
平、吴卫明四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将实达大
厦租赁给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是可行的，该租金标准是根据周边办公楼租赁
市场行情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关联董事在该项议案表决中已回避表决。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租赁公司拥有的福州市鼓楼区
洪山园路 67 号实达大厦 4、5、6、11 楼办公楼用于办公，租赁面积合计为
4088.76 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 65 元人民币，每月租金合计约 26.58 万元人民
币，2017 年租金合计约 318.92 万元人民币。因此 2017 年公司预计与仁天科技
之控股子公司在有关租赁方面发生不超过 319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7 年该项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向关联人
出租房产

仁天科技之控股
子公司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实际
发生金额

318.92 万元 318.92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拟继续租赁公司拥有的福州市
鼓楼区洪山园路 67 号实达大厦 4、5、6、10、11 楼办公楼用于办公，租赁面积
合计为 4640.22 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 63 元人民币，每月租金合计约 29.23 万
元人民币，2018 年租金合计约 350.80 万元人民币。因此 2018 年公司将和仁天
科技之控股子公司在有关租赁方面发生不超过 351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
易。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拟继续租赁公司拥有的福州市
鼓楼区洪山园路 67 号实达大厦 4、5、6、10、11 楼办公楼用于办公，租赁面积
合计为 4640.22 平方米，租金每平方米 63 元人民币，每月租金合计约 29.23 万
元人民币，2018 年租金合计约 350.80 万元人民币。因此 2018 年公司将和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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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控股子公司在有关租赁方面发生不超过 351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
易。租金标准根据周边办公楼租赁市场行情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租部分空置的房产有利于增加公司的收入，且房产租赁业务目前在
公司整体业务规模中占比较小，因此该项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影
响不大。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对该项日常关联交易的付款情况良好。
由于房屋租金总体额度占其公司的费用比例较小，目前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
经营正常，因此具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二、公司下属子公司与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关智能终端设备整机及
配件设计和加工的日常交易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发
生有关智能终端设备整机及配件设计和加工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交易情况如
下：
1、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1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景百孚、叶成辉、汪
清、王毅坤、杨晓樱在该项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通过了此项议案。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四位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杜美杰、陈国宏、何和
平、吴卫明四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经认真阅读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为更好地开拓智能终端设备市场，公司下属子公司与仁天科技及其
控股子公司进行智能终端设备整机及配件设计和加工的合作是可行的，双方合
作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分散风险，拥有较好的协同效应，该关联交易价格将
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行业通行惯例，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关联董事在该项议案表决中已
回避表决。
2、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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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下属子公司原计划与仁天科技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光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光远”）在新一代物流智能终端方面进行合作。中光远
委托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终端硬件及基础软件的研发设计服务，并向公司下属
子公司支付相应研发费，预计 2017 年度研发费不超过 100 万元；待研发项目完
成开发后，中光远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委托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整机 ODM 生
产，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对中光远的销售额不超过 3,500 万元人民
币。后续，双方将在此框架下，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行业通行惯例，协商确定具
体合作协议和交易价格。因此公司下属子公司 2017 年将和中光远在有关物流智
能终端研发生产方面发生不超过 3600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7 年该项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物流智能
终端研发
生产

关联人

中光远

2017 年预
计金额

不超过
3600 万元

2017 年实际
发生金额

11.155 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因中光远产品开
发和销售计划发
生变化，导致本
次关联交易在
2017 年基本未执
行

3、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下属子公司 2018 年将和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有关智能终端设备
及配件研发生产方面发生不超过 2100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更好地开拓智能终端设备市场，公司下属子公司计划与仁天科技及其控
股子公司发挥双方优势，合作开发智能终端设备及配件。公司下属子公司负责
产品硬件和基础软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仁天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负责开发相关智能终端设备应用软件，与智能终端设备集成
后，向终端客户销售。
交易双方具体合作中，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委托公司下属子公司提
供智能终端设备硬件及基础软件的研发设计服务，并向公司下属子公司支付相
应研发费，预计 2018 年度研发费不超过 100 万元；待研发项目完成开发后，仁
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委托公司下属子公司进行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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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 生产，并采购电源适配器等部分终端配件，预计 2018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
司对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销售额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后续，双方将
在此框架下，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行业通行惯例，协商确定具体合作协议和交易
价格。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智能终端设备市场目前正处于新一代产品更新换代的关键时期，仁天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较强的行业系统软件研发及集成能力，双方合作，有利于
发挥各自优势、分散风险，拥有较好的协同效应。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下
属子公司未来的业务开拓。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该项
业务最终产品使用客户为物流行业的龙头企业，履约能力较强，风险总体可
控。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仁天科技控股为一家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其股票已于香
港联合交易所（“港交所”）主板上市。主要通过其附属公司从事提供企业物联
网整体解决方案、人机互动设备业务、智能档案服务业务、证券投资及贷款业
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景百孚通过其控制的公司合并持
有仁天科技 55.97%股权。
仁天科技目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的公司，因此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
司是公司的关联公司，公司和仁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仁天科技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港币（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
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16 年 12 月 31 日
543,661
200,312

2017 年 6 月 30 日
634,481
247,236

4,198
92,328
320,140
2016 年度

43,978
146,474
343,882
2017 年 1-6 月

120,358

69,251

15,445

22,649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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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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