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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17-016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7

年4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预计2017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郴州高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视科技”）、郴州相山瀑布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山瀑布”）、深

圳市高斯宝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斯宝电气”）、深圳高斯宝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高斯宝环境”）、郴州高视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视地产”）、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智能”）、NEPAL

DIGITAL CABLE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NDC”）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010.50万元。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 2017年4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潭爱、游宗杰、谌晓文、刘玮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回避了表

决。其他8位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交易事项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 联 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7 年合同签

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6 年实

际交易金

额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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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商品和接受

劳务
414.00 83.80 315.80

郴州高视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

物业费 参照市场价格 192.00 45.86 170.72

租 金 参照市场价格 70.00 16.83 70.08

郴州相山瀑布水电

有限公司
水 费 参照市场价格 65.00 21.11 57.93

郴州相山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物业费 参照市场价格 - - 15.96

深圳市高斯宝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
材 料 参照市场价格 4.00 - 1.11

深圳高斯宝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

PTFE 废气治

理工程
参照市场价格 70.00 - -

深圳市高斯贝尔家

居智能电子有限公

司

摄像头 参照市场价格 13.00 - -

二、出售商品和提供

劳务
5,596.50 638.38 1,801.00

郴州高视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
电 费 参照市场价格 40.00 8.50 31.71

高视伟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租 金 参照市场价格 4.00 0.82 3.62

电 费 参照市场价格 2.50 - 1.54

深圳市高斯贝尔家

居智能电子有限公

司

注塑件等 参照市场价格 70.00 - 0.35

NEPAL DIGITAL

CABLE PRIVATE

LIMITED

商 品 参照市场价格 5,480.00 629.06 1,763.78

合 计 6,010.50 722.18 2,116.8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6 实际

交易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1、采购商品和接受

劳务:
315.80 359.36 89.42 -12.12

郴州高视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

物业费 170.72 200 89.13 -14.64

租 金 70.08 75 86.83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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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相山瀑布水电

有限公司
水 费 57.93 65.00 72.60 -10.88

郴州相山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物业费 15.96 18.00 8.33 -11.33

深圳市高斯宝电气

技术有限公司
材 料 1.11 1.36 0.002 -18.38

2、出售商品和提供

劳务:
1,801.00 2,426.50 2.82 -25.78

郴州高视伟业科技

有限公司
电 费 31.71 40.00 95.38 -20.73

高视伟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租 金 3.62 4.00 100.00 -9.50

电 费 1.54 2.00 4.62 -23.00

深圳市高斯贝尔家

居智能电子有限公

司

注塑件等 0.35 0.50 0.01 -30.00

NEPAL DIGITAL

CABLE PRIVATE

LIMITED

商 品 1,763.78 1,800.00 2.92 -2.01

安徽广行贝尔数码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商 品 -- 580.00 -- -100.00

合 计 2,116.80 2,785.86 3.30 -24.02

2016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未超过预计金额，但低于预计总金额20%以上，且

公司实际与安徽广行贝尔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差异原因主要是安徽广行贝尔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区域市场行情变化，未

按预计向本公司采购。独立董事已对该关联交易预计差异出具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基本情况

1）高视科技

高视科技成立于2008年5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珂，注册地址湖

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主要经营通讯产品、安防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和销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销售；计算机系统

集成及综合布线；项目投资管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服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13,682.87万元，净资产293.67万元，2016年实现

营业收入262.62万元，净利润-626.4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高视科技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高视创投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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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制人刘潭爱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高视科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2）相山瀑布

相山瀑布成立于2008年3月，注册资本230万，法定代表人匡清华，注册地址湖南

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上白水村，主要经营生活用水供应；水力发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93.14万元，净资产472.38万元，2016年实现营

业收入108.11万元，净利润38.1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相山瀑布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高视创投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潭爱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高视科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高斯宝电气

高斯宝电气成立于2003年8月，注册资本3,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潭爱，注册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南侧凤凰岗第一工业区厂房A厂房05层东侧，主要

经营电源适配器、开放板电源、模块式电源、磁控管驱动电源、LED驱动电源、充电

器、电源系统、USP、逆变电源、并网逆变器、电气控制器、电磁保护板、电磁管理

系统、变频器、电机驱动系统、电子整流器、环保设备、空气净化设备、水净化设备、

汽车电子产品、新能源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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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电源适配器、开放板电源、模块式电源、磁控管驱动电源、LED驱动电

源、充电器、电源系统、USP、逆变电源、并网逆变器、电气控制器、电磁保护板、

电磁管理系统、变频器、电机驱动系统、电子整流器、环保设备、空气净化设备、水

净化设备、汽车电子产品、新能源产品的生产。

经深圳华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深华字[2017]第 245 号），2016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4,631.48 万元，净资产 8,963.42 万元,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958.00 万元，净利润 2,915.76 万元。

高斯宝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高视创投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刘潭爱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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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斯宝环境

高斯宝环境成立于2015年9月，注册资本500万，法定代表人林海扬，注册地址深

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1065号F518时尚创意园F10栋101，主要经营环保技术的开

发、咨询、服务，环保工程、环境材料及产品的销售。环保设备、空气净化设备、水

净化设备、废气处理设备、油烟处理系统的开发与销售。环保设备、空气净化设备、

水净化设备、废气处理设备、油烟处理系统的生产。

截止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99.80万元，净资产215.12万元，2016年营业收

入257.02万元，净利润-84.8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高斯宝环境为本公司关联方高斯宝控股公司，高斯宝出资额425万，占高斯宝环

境注册资本的85%，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潭爱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属于本公

司关联法人。

5）家居智能

家居智能成立于2005年12月，注册资本2,000万，法定代表人刘潭爱，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南侧凤凰岗第一工业区厂房A厂房01－04层（东侧），

主要经营无线数字监控设备、无线音视频传输设备、智能监控设备、通信设备、多媒

体电子终端设备、网络摄像机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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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智能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高视创投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潭爱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经深圳华硕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深华字[2017]第170号），2016年

12月31日，资产总额12,084.87万元，净资产3,013.63万元，2016年营业收入15,454.72

万元,净利润181.03万元。

6）高视地产

高视地产成立于2009年9月，注册资本5,000万，法定代表人颜建，注册地址郴州

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工业园电子楼一楼南侧，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23,695.30万元，净资产5,581.93万元。2016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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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23.2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高视地产系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股东高视创投参股企业，参股额2,205万元，占

注册资本比例44.10%，公司董事谌晓文、刘玮系该公司董事，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10.3.1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高视科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7）NDC

NDC成立于2013年10月，注册资本300万美金，注册地址K.M.C-34, Subidhanagar，

Kathmandu，Nepal，主要经营卫星超高清直播电视业务，有线超高清直播电视业务，

宽带互联网业务，互联网电视业务，数字电视平台广告收费业务。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926.93万元（人民币），净资产743.46万元（人民

币）。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71.31万元(人民币)。(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NEPAL DIGITAL CABLE PRIVATE LIMITED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出资额75万美金，

持股比例25%，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

2、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

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采购产品及提供劳务等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

中依照一般商业条款所进行的，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

公允价格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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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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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的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

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 2017 年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该等交易行为均按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造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补充预计的关联交易经我们事前审核，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中正常合

理的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销售交

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行为。

3、公司 2016 年预计与安徽广行贝尔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与实

际差异较大。经我们审核，实属广行贝尔所在区域市场行情变化导致。未发现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三）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核查意见

高斯贝尔 2017 年预计的与高视科技、相山瀑布、高斯宝电气、高斯宝环境、高

视地产、家居智能及 NDC 等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经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也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

属于正常的业务范围，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高斯贝尔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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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于2017年度预计日常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以及2016年关联交易差异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