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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上市公司”或“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中兴通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

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向关联方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采购原材料

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已与关联方中兴新签订《2022 年采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中兴

新采购框架协议》”），预计该框架协议下集团1向关联方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

参股 30%或以上的公司 2022 年度采购原材料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

为人民币 5.5 亿元。 

2、公司向关联方航天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欧华”）销

售产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已与关联方航天欧华签订《2022 年中兴通讯渠道合作框架协议-总经销

商》（以下简称“《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预计该框架协议下 2022 年本

集团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12 亿元。 

3、公司向关联方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

和泰”)采购酒店服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已与关联方中兴和泰签订酒店服务《2022-2023年采购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采购框架协议》”），预计该协议下本集团2022-2023年度向中兴和泰及其

子公司采购酒店服务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

分别为人民币4,600万元、4,800万元。 

                                                        
1 集团指公司及附属公司。 



 2 

（二）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1年12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关联方中兴新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向关

联方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向关联方中兴和泰采购酒店服

务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及分别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 

2、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圳上市规则》”），公

司董事诸为民先生因担任关联方中兴新董事，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新的关联交

易事项时，诸为民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李步青先生因担任关联方航天欧华的母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的总会计师，在本次会议审议与航天欧华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李步

青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方榕女士因担任关联方中兴和泰董事，在本次会议审议与中兴和泰

的关联交易事项时，方榕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预计公司 2022 年向中兴新采购原材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标的 
交易

一方 

交易 

相对方 

（关联

人） 

预计最高累

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亿

元，不含增

值税） 

预计交易价格 

（人民币元） 

2021 年 1-11 月实际

发生（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

（人民币

亿元，不含

增值税） 

占同类

业务的

比例 

采购原材

料 

机柜及配件、机箱及

配件、方舱、围栏、

天线抱杆、光产品、

精加工产品、包材类

产 品 、 软 电 路 板

（FPC）、软硬结合板

（R- FPC）及其组件、

磷酸铁锂电池及其配

件、工业相机、成像

系统辅助安装装置、

工业镜头、工业光源、

工业机器人、图像处

理控制器、图像采集

系统、软件算法、运

动控制系统、视频监

公司 

中兴新及

其附属公

司、参股

30%或以

上的公司 

2022 年：5.5 

根据《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集团向

中兴新集团采购原材料的预计价格由

原材料的尺寸、复杂程度、材质及功

能特性确定，具体价格以双方签署具

体协议时确认。集团向中兴新集团采

购原材料的预计价格如下： 

机柜及配件：1-300,000元/个；机箱及

配 件 ： 1-15,000 元 / 个 ； 方 舱 ：

1,000-100,000 元 / 间 ； 围 栏 ：

1,000-50,000 元 / 个 ； 天 线 抱 杆 ：

200-2,000元/个；光产品：1.3-30,000

元/件；精加工产品：0.5-50,000元/件；

包材类产品：0.01-5,000元/件；软电路

板（FPC）、软硬结合板（R-FPC）及

其组件：0.5-100元/件；磷酸铁锂电池：

3.71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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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温度监控系

统、工业光源控制器、

配线设备、光跳线、

光缆组件等 

6,00元-8,000元/只；电池配件：100-600

元/个；工业相机：5,000-150,000/个；

成像系统辅助安装装置：1,000-50,000

元/套；工业镜头：1,000-15,000元/个；

工业光源：1,000-50,000元/套；工业机

器人：100,000-280,000元/套；图像处

理控制器：500-50,000元/套；图像采

集系统：2,000-100,000元/套；软件算

法：20,000-400,000元/套；运动控制系

统：2,000-200,000元/套；视频监控系

统：20,000-100,000元/套；温度监控系

统：200-2,000元/路；工业光源控制器：

500-20,000元/套；配线设备：0-40,000

元/个；光跳线：0-3,000元/根；光缆组

件：0-500元/根。 

注 1：交易价格将在遵守《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规定的定价原则的情况下加以确定。 

注 2：根据具体项目情况，中兴通讯将基于框架协议直接或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与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参

股 30%或以上的公司就具体项目签署单项合同，在单项合同中确定项目具体要求及交易金额等信息，单项

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的，应适用《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 

注 3：2021 年本集团预计向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参股 30%或以上的公司采购原材料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

（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9 亿元。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2021 年公司向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参股 30%

或以上的公司采购原材料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因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及参股公司

2021 年在本集团中标份额减少所致，符合实际情况。 

2、预计公司 2022 年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标的 

交易 

一方 

交易 

相对方 

（关联人） 

预计最高累

计交易金额

（人民币亿

元，不含增

值税） 

预计交易价格 

（人民币元） 

2021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 生 金 额

（人民币亿

元，不含增

值税） 

占同类业

务的比例 

销售产品 
政企全

线产品 
公司 航天欧华 2022 年：12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低

于第三方向公司购买数量

相当的同类产品的价格，

且综合考虑具体交易的项

目情况、交易规模、产品

成本等因素确定。 

5.40 0.55% 

注 1：交易价格将在遵守公司与航天欧华签订的《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规定的定价原则的情况下加

以确定。 

注 2：根据具体项目情况，中兴通讯将基于《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直接或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与航天

欧华就具体项目签署单项合同，在单项合同中确定项目具体要求及交易金额等信息，单项合同中未明确约

定的，应适用《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 

注 3：航天欧华作为公司的总经销商之一，直接向公司采购协议产品，其主要职责为资金平台（对下级渠

道商的融资）与物流平台（仓储运输管理），并兼顾渠道拓展、分销业务等。 

注 4：2021 年本集团预计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的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11 亿元。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2021 年公司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因 2021

年度航天欧华作为总经销商负责销售区域有所调整所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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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计公司 2022-2023 年向中兴和泰采购酒店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

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 

易标的 

交易

一方 

交易 

相对方 

（关联

人） 

预计最高累计

交易金额（人

民币万元，不

含增值税） 

预计交易价格 

（人民币元） 

2021 年 1-11 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额（人民币

万元，不含增值

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采购酒店

服务 

酒店服

务 
公司 中兴和泰 

2022 年：4,600 

2023 年：4,800 

采购价格不高于中兴

和泰向其他购买同类

产品（或服务）数量相

当的客户出售产品（或

服务）的价格，具体价

格以双方签署具体协

议时确认。 

2,704 0.05% 

注 1：本集团预计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关联方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酒店

服务最高累计交易金额（不含增值税）为人民币 3,750 万元。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2021 年公司向中

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酒店服务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因受疫情影响，本集团减少

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大型培训、会议服务及客房服务的采购所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韦在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达实大厦39楼 

经营范围：机器视觉系统集成研发，光学仪器、工业相机及器材、高端机械

装备设计和生产，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视觉数据处理系统软硬件，电子器件

及原材料研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进出口；自有

房屋租赁；投资兴办实业；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

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经营及财务状况：中兴新2021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数，

未经审计）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845.73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5.03亿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62.85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2.86亿元。 

中兴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航天欧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 

法定代表人：冷立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A5栋8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计算机软件、信息化设备、机械产品的技术开发；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及技术咨询，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服务；电气产

品、通讯产品、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应的技术咨询；矿产品（不含

限制项目）的销售；信息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

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房屋

租赁；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元器件、智能化电子设备生产加工；集成电路和传

感器的研究开发、加工制造，并提供技术服务；半导体材料研究与生产；计算机

网络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楼宇智能化系统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嵌入式软硬

件主板、物联网操作系统开发与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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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及财务状况：航天欧华2021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数，

未经审计）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4,49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636万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9,04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万元。 

航天欧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苗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倚云路8号 

经营范围：宾馆；中餐制售（不含须特别申报的许可项目）；会议服务；酒

店管理服务、酒店经营管理顾问与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投资酒店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经营及财务状况：中兴和泰2021年1-9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财务报表数，

未经审计）如下：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89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84万元，营

业收入为人民币8,72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99万元。 

中兴和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兴新为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票1,007,8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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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1.31%，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关规定，中兴新为公司关联法

人。公司董事诸为民先生为中兴新董事，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

关规定，中兴新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的相关规定，中兴新为公司的关连

方。 

公司董事李步青先生担任航天欧华的母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总会计师，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关规定，深圳航天工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航天欧华为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关规定，航天欧华为

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董事方榕女士为中兴和泰董事，根据《深圳上市规则》第10.1.3条的相

关规定，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航天欧华、中兴和泰不是《香港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连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中兴新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基于中兴新与公司的历史合作情况，公

司认为中兴新对于其与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

大履约风险。 

根据航天欧华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以及长期与公司的合作情况，公司认

为航天欧华对于其与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

履约风险。 

根据中兴和泰的经营情况及交易双方以往的友好合作，公司认为中兴和泰与

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重大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一）签署情况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16日与中兴新签订前述《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与航

天欧华签订前述《2022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兴和泰签订前述酒店服务《采

购框架协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1、《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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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中兴新发生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中兴新

及其附属公司、参股 30%或以上的公司采购原材料。 

（2）框架协议与订单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采用订单的形式进行，框架协议

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订单的基础，并与每一具体的订单构成完整

的买卖合同。 

（3）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公司拟向其采购原材料或服务的关联方是经过公司的资格认证和招标程序

选定的，且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

的。 

在成为公司合格供应商之前，关联方以及其他潜在供应商必须通过公司对资

格能力、产品质量、价格等方面的内部资格认证程序。公司将对合格的供应商进

行年度审查。一般而言，根据公司对有关年度的预测，公司会在进行该年度的采

购前，邀请合格供货商（至少邀请三家以上合格供应商）对当年度每种原材料的

供应各进行一次招标，公司采购部门及招标部门共同对合格供应商的产品价格、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资格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分（重点关注产品价格），

按照评估得分高低顺序选择中标的合格供应商。根据公司对有关原材料的需求

量，公司会选取一家或以上的合格供应商，而中标的合格供应商给予公司的价格

不会比没有中标的供应商高。在招标阶段公司已确定未来一年公司向各中标的合

格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种类、预计数量及价格。中标的合格供应商根据中标结果

在未来一年向公司供应原材料。公司根据日常业务过程中的实际需求数量和时

间，向中标的合格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一般情况下实际采购数量不会超过中标

时确定的预计数量。如果实际采购数据超过预计量，公司会重新按照上述招标程

序对超过部分的需求量重新进行招标。公司对于为公司关联方的合格供应商和独

立第三方的合格供应商的招标程序一致，不会因为是关联方而给予特殊的优待。 

（4）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公司向中兴新及其附属公司、参股30%或以上的公司采购原材料应付货款在

货物验收合格后210天内付清，结算方式为商业承兑汇票。 

（5）交易的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上述《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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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立，自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2、《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 

公司与航天欧华发生的关联交易方式为由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航天

欧华销售政企全线产品。 

（2）框架协议与具体合同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采用具体合同的形式进行，框架

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3）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公司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低于第三方向公

司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产品的价格，且综合考虑具体交易的项目情况、交易规模、

产品成本等因素确定。 

（4）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航天欧华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到公司指定账户，每单具体的

结算方式以双方在具体订单中的约定为准。 

（5）交易的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上述《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经交易各方签署，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3、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式 

公司与中兴和泰发生的与酒店服务采购相关的关联交易方式是由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向中兴和泰及其控股子公司购买酒店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 

（2）框架协议与具体合同的关系 

框架协议双方对协议项下的具体交易事项将以具体订单或合同的形式进行，

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具体合同的基础。 

（3）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 

中兴和泰承诺向公司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向其他购买中兴和泰

同类产品数量相当的用户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如果中兴和泰以更低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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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向其用量不大于公司的其他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时，这些价格同时适用于公

司。公司在任何时候发现中兴和泰在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出售给

公司的价格高于中兴和泰出售给其他用量不大于公司的用户时，有权要求中兴和

泰退回差价。 

（4）货款支付与结算方式 

中兴和泰于每月 5号前将上月的月结账单、税务发票送至公司，公司采用银

行转账或者其他方式向中兴和泰支付相应款项。 

（5）交易的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上述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由双方签署，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

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有效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原则 

公司向其采购的关联方是经过公司的资格认证和招标或洽谈程序选定的，且

双方签订的采购订单的价格是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的。 

公司向航天欧华销售产品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不低于第三方向公

司购买数量相当的同类产品的价格，且综合考虑具体交易的项目情况、交易规模、

产品成本等因素确定。航天欧华作为总经销商可获取的利润标准，符合中兴通讯

制定的总经销商统一利润标准，与其他总经销商无差异，不存在特别优惠。 

就酒店服务采购，公司向其采购交易价格不高于中兴和泰向其他购买同类产

品（或服务）数量相当的客户出售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价格经公平磋商和根据一般商业条款而制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兴新、中兴和泰被选定为公司的供应商，理由是该等关联方能持续提供公

司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以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认为值

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供应商对公司的经营是非常重要且有益处的。 

航天欧华被选定为公司的长期渠道总经销商，因其能提供公司所需的渠道框

架、物流体系与资金保障。公司认为值得信赖和合作性强的渠道总经销商对公司

的经营是非常重要且有益处。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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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2022 年渠道合作

框架协议》、酒店服务《采购框架协议》进行了事前审阅，并同意将上述框架协

议及相关年度最高累计交易金额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兴新采购框架协议》、《2022 年渠道合作框架协议》、酒店服务《采

购框架协议》的条款经双方公平磋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董事会审议该等交易相关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关

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事项时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中兴通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经双方公平磋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已经董事会审议批准且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日常关

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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