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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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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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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17 日，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视
源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视
睿”）在 2020 年向关联方广州闪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闪畅信息”）提
供技术服务，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不含税），同意授权管理层在
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关联董事黄正聪、王毅然、于伟、尤天远回避
表决。2019 年广州视睿向闪畅信息提供技术服务实际发生额为 2,246.60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按照预计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总金额的，公司将根
据《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对超出部分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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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预计金额 3,000 万元为不含税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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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为：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市场需求、公司产品运营规划进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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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的，该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总金额是双方 2019 年合作可能发
生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在 2019 年实际业务合作
进度确定，导致视睿向闪畅提供技术服务的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
上述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经查核，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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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未超过预计
总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出现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2019 年董事会审批的“预计金额”含税为 4,700 万元，增值税率为 6%，上述表格列示“预计金额”
为折算后的不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闪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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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住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珠路 192 号 419 号办公室(自主申
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闪畅信息总资产约为 1,434.79
万元，净资产约为 1,134.40 万元，201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约为 2,646.60 万元，
净利润约为 172.4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闪畅信息是公司的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具体关联关系如下：
闪畅信息系公司的关联法人广州丹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桂投资”）
之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毅然担任闪畅信息的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长王毅然
出资丹桂投资，出资额占丹桂投资注册资本的 39.53%，且公司董事长王毅然担
任丹桂投资的执行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闪畅信息具有互联网运营公司必要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具有增值电
信业务之互联网信息服务和国内多方通信业务经营资质，具有网络文化经营资
质，熟悉拟运营产品及用户，具有基本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广州视睿拟就应用软件与具有增值电信业务服务能力和资质的闪畅信息进
行软件运营合作，广州视睿负责软件的开发和技术维护，闪畅信息负责运营并向
用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交易定价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及行业惯例确定，广州视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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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闪畅信息提供技术服务，2020 年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不含税）。闪畅
信息从用户收取的服务收费，按月和广州视睿依据约定比例进行分成。如该自然
年内，闪畅信息的分成达到约定的金额上限，则该自然年内闪畅信息不再继续获
得服务分成。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涉及的协议等相关文件，将由管理层依据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签署并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存在较强的必要性：闪畅信息具有互联网运营公
司必要的资金实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具有增值电信业务之互联网信息服务和国内
多方通信业务经营资质，具有网络文化经营资质，熟悉拟运营产品及用户。随着
合作软件的业务成长及服务收费增加，闪畅信息相较于其他无关联第三方，更能
够保证广州视睿的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及互联网运营合作通行惯例确
定，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条件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具体理由如下：
协议每年单独签署，协议执行过程中会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进行复
核评估，从形式上不构成对公司业务的束缚。
从经营角度，该关联交易目前占公司同类业务比重不大，若实际合作中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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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睿认为闪畅信息的运营能力不足以支持合作软件业务的发展，广州视睿有充分
主动权寻求无关联第三方合作。
五、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查核，公司 2020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存在
较强的必要性，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交易定价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及市场通行方法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事先审核了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同意将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查核，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
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未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 2020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发展，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交易定价依据双方权利义务及市
场通行方法确定，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视睿在 2020 年向
闪畅信息提供技术服务，预计交易总金额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不含税），并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审批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等文件。其中，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黄正聪、王毅然、于伟、尤天远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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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视源股份有关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以及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董事会会议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等资料后认为：视源
股份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
的经营行为，2020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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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视源股
份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范围，未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综上，保
荐机构对视源股份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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