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股份”、“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就永鼎股份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事项进行核

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江苏永鼎通信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500 0.91 - 1,626.75 0.69 - 

北京中缆通达电气

成套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0 0.72 - _ _ 

预计海外工程项

目启动 

小计 不超过 4,500 1.63 - 1,626.75 0.69 -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北京中缆通达电气

成套有限公司 
不超过 15,000 4.66 39.80 _ _ 

预计海外工程项

目启动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江苏永鼎通信有限

公司 
不超过 25 0.00 - 16.27 0.00 - 

其他（注） 
北京中缆通达电气

成套有限公司 
不超过 6,000 2.17 - _ _ 

预计海外工程项

目启动 

合计  不超过 25,525 - 39.80 1,643.02 - - 

注：“其他”包括 EPC项下的施工安装等服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永鼎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通信”） 

住所：吴江区黎里镇越秀路 888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3月 17日  

经营范围：移动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网络检测设备生产、销售；移动通信

领域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电

工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计算机系统及网络优化技术服务；通信

信息网络系统集成；通信管线工程建设；实业投资及管理；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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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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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永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93%股权，吕进持有 7%股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永鼎通信资产总额为 7,940.44万元，负债总额为

10,348.84万元,资产净额为-2,408.84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308.33

万元，净利润为-2,728.10万元(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北京中缆通达电气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缆通达”）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3区 16号 

法定代表人：严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00万元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3月 17日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销售、调试电力成套设备、输变电成套设备、

电子自动化、通讯成套设备（不含无线电、卫星发射接收设备）；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仪器仪表、磨料磨具、机床设备；

网络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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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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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江苏永鼎泰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泰富”）

持有 25%股权，严炜持有 26%股权，穆茂武持有 9%股权，曹一欢持有 7.5%股权，

徐功胜持有 7%股权，许峥持有 7%股权，宋德明持有 7%股权等。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中缆通达资产总额为 56,568.63万元,负债总额为

43,212.13 万元,资产净额为 13,356.50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4,281.66万元，净利润为 2,530.04万元(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永鼎通信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北京中缆通达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注1 

注 1：永鼎泰富为永鼎股份控股 51%的子公司，永鼎泰富持有中缆通达 25%的股权，严

炜为持有永鼎泰富 16.67%股权的股东，同时持有中缆通达 26%股权，并且任中缆通达董事，

严炜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因公司预计 2019 年随着永鼎泰富的海外工程业务的开拓，永鼎泰

富的业务收入比重可能增加，导致子公司的重要性提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条第（五）项，公司从谨慎角度，自 2019年起永鼎股份及下属子公

司与中缆通达的交易按关联交易履行相关程序。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公司与关联方永鼎通信发生的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永鼎通信有限公司 

①永鼎通信部分业务拟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产品销售，根据该公司营销计

划，公司预计 2019 年向永鼎通信采购商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根据

《业务合同协议》的约定，具体操作流程为：客户将合同订单直接发送给甲方，

甲方收到后按客户合同订单总额扣除管理服务费后重新发送订单给乙方，以方便



乙方及时生产发货。甲方按合同订单的要求及客户的通知开具发票。业务联系由

乙方负责。 

②乙方生产的产品必须遵守客户提出的质量保证要求，如在产品使用过程中

出现质量问题，所有责任及赔偿费用由乙方承担。 

③甲方收取乙方管理服务费，乙方按客户订单开票金额的 99%开具发票给甲

方，剩余的 1%作为甲方的管理服务费用缴纳给甲方。与客户订单所涉及的其他

所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④合同的货款回收均由甲方指定银行帐户接受，甲方收到客户的货款及乙方

开具给甲方的发票后按收到货款扣除管理服务费后支付给乙方。 

2、定价依据 

永鼎通信部分业务拟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产品销售，公司预计 2019 年向

永鼎通信采购商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永鼎通信按客户订单开票金额

的 99%开具发票给公司，剩余的 1%公司作为管理服务费用收取，定价合理。 

（二）公司与关联方中缆通达发生的关联交易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 2019 年度拟向中缆通达采购商品及支付服务费预

计总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 

公司控股孙公司环球电力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电力”）2019 年度

拟向中缆通达销售商品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5,000万元。 

2、定价依据 

公司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及其全资子公司环球电力在与中缆通达进行日常

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均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将按照市

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根据交易内容，公司将与

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关联方永鼎通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永鼎集团签订《营销委托管理协议》，永鼎集团将其控股子公司永鼎

通信的市场及营销委托公司管理，公司将向永鼎通信收取销售收入 3%的管理服

务费，委托管理期限为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2019年度，



永鼎通信部分业务拟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产品销售，根据该公司营销计划，公

司预计 2019 年向永鼎通信采购商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定价原则为

永鼎通信按客户订单开票金额的 99%开具发票给公司，剩余的 1%公司作为管理服

务费用收取，因此，本公司向永鼎通信采购商品是经济可行的。本次关联交易有

利于增加公司销售收入，提高经营效益，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客户群体相同，

有利于增加客户粘性，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没有

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与关联方中缆通达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永鼎泰富 2019 年度拟向中缆通达采购商品及支付服务费预

计总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主要原因是：永鼎泰富和中缆通达同属于电力工程

行业，只是各自专注于自身的主要业务，永鼎泰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由供

应商提供项目执行监理及境外项目部分设备材料，中缆通达具备提供该等业务支

持的丰富经验和能力。为了各自业务发展的需要，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的商业合作，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 

公司控股孙公司环球电力（永鼎泰富全资子公司）2019 年度拟向中缆通达

销售商品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主要原因是：国外的电力设备供应商

在提货前，一般要求客户预付足够比例的货款，或提供银行开具的国际信用证。

环球电力拥有开具国际信用证的银行授信，可以在海外采购电力相关设备，中缆

通达暂无开具国际信用证的银行授信，不能直接在海外采购所需的电力设备。中

缆通达为了采购设备的需要，先向环球电力提出采购需求，环球电力采购后再销

售给中缆通达，环球电力收取约 2%的价差。通过类似交易，环球电力可以获取

稳定的收益，且不存在交易风险，中缆通达亦可取得项目执行所需的设备。双方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商业合作，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存在利用类似交

易为上市公司分担成本、费用或进行其他利益输送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2019 年 4月 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时，独立董事发表了相

关独立意见。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一）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在召集、召

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公司独立

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二）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综上，华西证券对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