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CL华星发力电竞显示器赛道

本报记者 吴科任

7月30日，TCL携多款高端产品同时亮相第三届国际显示博览会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包括全球首发的Mini� LED曲面电竞显示器以及全球最高刷新率电竞曲面显示器。 “我们电竞屏的市场份额及在华星的产能占比将呈快速增长趋势。 ” TCL华星首席运营官赵军表示，“今年我们会发布多款基于Mini� LED背光的产品。 ”

具备多样化应用场景

2014年，三星电子推出第一款曲面电竞显示器。 2020年，TCL华星收购三星显示在华最大的LCD面板厂———苏州三星，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华星。 今年以来，苏州华星全面升级技术，推出升级版HVA电竞显示屏。

7月30日，TCL全球首发34英寸165Hz� R1500� Mini� LED曲面电竞显示器。 该显示器搭载TCL华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HVA屏，屏幕细节、层次更加丰富，比传统的VA技术具有更高的穿透率、对比度，更广的视角以及更快的响应速度。

搭载TC华星的27英寸FHD� 480Hz� R800曲面电竞屏显示器是当前全球最高刷新率电竞曲面显示器。 该电竞屏突破传统VA屏的响应时间局限，有效消除了显示的动态模糊和画面不清问题。

另一款搭载34英寸165Hz� R1000超宽曲面电竞屏的显示器，更接近人眼观看半径，具有更好的环抱沉浸式体验。 除了运用于电竞场，超宽屏还具备更加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Mini� LED显示技 术 在 本 次 展 览 会 上 备 受 关 注 ， 凭 借 高 对 比 度 、 高 亮 度 、 高 动 态 范 围 、 寿 命 长 等 性 能 ， 成 为 显 示 行 业 追 捧 的 前 沿 科 技 。 Mini � LED 有 望 在 中 高 端 液 晶 显 示 屏 背 光 、 LED 显 示 等 领 域 得 到 大 规 模 应 用 ， 特 别 是 在 电 视 、 笔 记 本 电 脑 、 显 示 器 等 领 域 。

赵军表示：“Mini� LED背光可以对屏幕进行多分区背光局部调控，赋予电竞显示器更高的对比度，带来更好的画质体验。 ”

电竞面板产业增速高

TCL华星是TCL科技控股子公司，以深圳、武汉、惠州、苏州、广州等为基地，布局了8条面板生产线、4座模组厂，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并成为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企业之一。

2019年，TCL华星成立显示器事业部，凭借技术、客户等方面的优势发展迅速，成为TCL华星快速成长的业务之一。 今年4月，TCL华星完成收购苏州三星工厂，一举成为全球电竞显示屏第一厂商。

近年来，电竞显示屏市场增长迅速。 群智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电竞显示器面板出货规模为1060万片，2020年增长到1890万片，同比增长78%；预计2021年将进一步提升到2360万片，同比增长25%，市场渗透率为14%。 “2018年，个人消费者购买显示器的占比仅为38%，六成以上的显示器由企业商用采购。 受疫情影响，个人消费者采购数量明显上升，预计2021年将超过半数。 ”赵军说。

资料显示，国内目前有6.6亿游戏玩家。 电竞显示器成为新宠，拥有一台个性化的电竞显示器，配备一套酷炫的电竞外设，成为年轻人时尚的追求、个性化表达。

群智咨询PC事业部研究总监李亚妤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显卡供应逐渐缓解，电竞显示器需求将强劲恢复。 预计2022年电竞显示器出货规模可达3000万片，同比增长28%。 到2025年，全球电竞显示器面板出货量预计将突破4500万片，市场渗透率可达28%。 ”

李亚妤认为，随着三星显示退出和熊猫被京东方并购，电竞显示器市场格局将出现调整，面板厂商迎来成长机遇。预计京东方、TCL华星、惠科等面板厂商在电竞市场的份额会接近六成。

公司纵横

2021/7/31

星期六 责编

/

郭 宏 美编

/

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383

A05

Company

多地出台配套细则 中药配方颗粒产业松绑

●本报记者 吴勇

《海南省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简称《实施细则》）将

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 这是继广东、

云南等省份之后又一份中药配方颗粒

管理实施细则。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政

策的松绑，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将迎来快

速发展。

配套细则出台

今年2月，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

局等四部门发布 《关于结束中药配方

颗粒试点工作的公告》。 业内人士表

示，上述公告的发布，意味着中药配方

颗粒历时28年的试点工作将结束，将

实行备案制，备案后即可生产销售。

随后，江苏、贵州、四川、云南、广

东、安徽等地先后下发中药配方颗粒质

量标准制定工作程序及申报资料要求。

海南此次在《实施细则》中要求，生产

中药配方颗粒的企业应取得 《药品生

产许可证》，并具有中药饮片和颗粒剂

生产范围。企业应具备中药炮制、提取、

分离、浓缩、干燥、制粒等完整的生产能

力。 此外，中药配方颗粒品种11月起备

案管理，在上市前由生产企业报海南省

药监局备案。

值得关注的是，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协调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在海

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设立中药配方颗

粒板块， 制定并公布相应的招标细则。

《实施细则》要求，公立医院使用的中药

配方颗粒应通过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

购、网上交易，不得网下交易，不得采购

未经省药监局备案企业及备案品种。

药企纷纷布局

银河证券指出， 以中药配方颗粒为

代表的特色中药饮片是中药产业发展方

向之一。 中药配方颗粒是用符合炮制规

范的传统中药饮片作为原料， 经现代制

药技术提取、浓缩、分离、干燥、制粒、包

装精制而成的纯中药产品系列。 相比于

传统中药汤剂，配方颗粒有更多优势。

据艾媒网发布数据，2020年中药

配方颗粒市场规模达到255亿元。 机构

预测中药配方颗粒行业未来几年仍将

保持快速增长， 预计到2023年行业规

模将达492.1亿元。

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吸引了众多药

企持续加码布局。据济南市商河县人民

政府网站信息，6月7日，红日药业中药

配方颗粒智能制造项目开工，项目拟投

资7.5亿元，占地100亩，建设万吨级中

药配方颗粒智能制造基地。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国家

药监局批准生产资质的药企已超60

家。 上市公司方面，30余家药企已布局

或明确表示将布局中药配方颗粒产业，

包括香雪制药、精华制药、太极集团、九

州通等。

动力电池及不锈钢“带货”

镍价中枢有望稳步上移

●本报记者 张军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景

气度，镍需求增长明显，产业链公司

纷纷签订长单“抢” 镍。 同时，需求

拉动镍价上涨，电解镍当前报价较4

月低位上涨21.9%，电池级碳酸镍拉

升25.4%。

中国证券报记者观察到， 不少

产业链公司相继布局上游镍资源。

机构预计，未来2-3年全球金属镍产

量将维持小幅增长态势。 金属镍供

应将中长期维持紧平衡， 镍价中枢

有望上移。

签订长单

日前，矿业巨头必和必拓与特

斯拉签署了镍供应协议，必和必拓

旗下西部镍业公司将为特斯拉供

应镍。

国元证券研报显示，三元动力电

池高镍化趋势明显，特斯拉等新能源

车企意识到，稳定的金属镍供应对于

保障新能源汽车产量意义重大。

A股公司方面， 容百科技公告，

收到下游客户孚能科技高镍三元正

极材料长期采购订单意向。 根据协

议，2021年下半年、2022年孚能科技

将向容百科技分别采购5505吨 、

30953吨高镍三元正极材料。

价格反弹

镍的下游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新

能源产业和不锈钢行业。

镍是生产动力电池的重要原料

之一，主要用于三元材料电池。 上海

有色网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三元前

驱体对镍的需求量达到9.67万吨，同

比增长153%。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不锈钢分会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不

锈钢粗钢产量为1624.3万吨，同比增

长20.82%；进口不锈钢140.84万吨，

同比增长 121.31% ； 出口不锈钢

218.9万吨，同比增长35.72%。上半年

国内不锈钢表观消费量为1387.87万

吨，同比增长24.2%。

数据显示，7月以来，不锈钢200

系、300系、400系价格均上涨。其中，

201/2B卷 （无锡） 均价上涨24%，

304/2B卷-切边 （无锡） 均价上涨

18.87%，430/2B卷（无锡）均价上涨

21.69%。

需求推动镍价上涨。上海有色网

数据显示，7月30日， 电解镍均价报

147050元/吨，电池级硫酸镍均价报

38250元/吨， 较4月低位分别反弹

21.9%、25.4%。

百川盈孚指出，吉林冶炼厂复产

后将恢复至满产水平；新疆冶炼厂继

续正常生产，产量维持稳定；山东、天

津、广西冶炼厂继续停产，电解镍暂

无复产计划。 预计7月全国电解镍产

量约1.31万吨，环比减少1.11%。正值

下游备货期，镍价整体强势运行。 市

场看涨情绪浓烈， 部分厂商捂盘不

报，成交量较少。

供需紧张

格林美表示， 动力三元电池技

术向高镍方向发展， 未来三年镍资

源供需趋于紧张， 镍资源短缺是大

概率事件。

中汽协将新能源汽车2021年预

测销量从180万辆提升至240万辆，

未来五年我国新能源车销量复合增

长率将达40%。

在建筑领域， 为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 不锈钢将

在绿色建筑领域得到更多应用。业内

人士表示，不锈钢具有耐腐蚀、少维

护特点，满足绿色建筑“安全耐久”

的要求。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党委书

记李新创称，2016年-2020年，我国

不锈钢表观消费量由1884万吨增至

2560万吨，年均增长8%，预计2025

年我国不锈钢消费量在3300万吨

左右。

国元证券指出，全球金属镍产量

总体稳定， 主要增量在印尼地区，预

计至2023年将新增50万吨金属镍。

国内受限于红土镍矿短缺，镍铁产量

预计将小幅下滑。 未来2-3年内，金

属镍全球产量总体将保持小幅增长

态势。

从需求端看， 机构预测， 未来

2-3年应用于不锈钢的金属镍消费

量将保持5%-8%的增长。 同时，三

元电池拉动硫酸镍消费量快速增

长。 受限于原料供应，硫酸镍供需格

局较紧张。

国元证券认为， 金属镍供需中

长期处于紧平衡，镍价中枢有望稳步

上移， 拥有镍资源的企业有望显著

受益。

在此背景下，不少上市公司加快

布局镍资源。 格林美7月24日在互动

平台称，公司印尼镍资源项目产品包

括每年5万金属吨氢氧化镍钴中间

品或电池级硫酸镍晶体。 亿纬锂能5

月24日公告， 子公司亿纬亚洲拟签

署印尼华宇镍钴红土镍矿湿法冶炼

项目合资协议。 西部矿业日前表示，

新疆瑞伦铜镍矿目前在开展改扩建

工程， 预计今年年底试生产。 截至

2021年6月30日，公司拥有镍资源储

量27.44万吨。

具备多样化应用场景

2014年，三星电子推出第一款曲

面电竞显示器。 2020年，TCL华星收

购三星显示在华最大的LCD面板

厂———苏州三星， 也就是现在的苏州

华星。今年以来，苏州华星全面升级技

术，推出升级版HVA电竞显示屏。

7月30日，TCL全球首发34英寸

165Hz� R1500� Mini� LED曲面电竞

显示器。 该显示器搭载TCL华星自主

研发的高性能HVA屏， 屏幕细节、层

次更加丰富， 比传统的VA技术具有

更高的穿透率、对比度，更广的视角以

及更快的响应速度。

搭 载 TC 华 星 的 27 英 寸 FHD�

480Hz� R800曲面电竞屏显示器是当

前全球最高刷新率电竞曲面显示器。

该电竞屏突破传统VA屏的响应时间

局限， 有效消除了显示的动态模糊和

画面不清问题。

另 一 款 搭 载 34 英 寸 165Hz�

R1000超宽曲面电竞屏的显示器，更

接近人眼观看半径， 具有更好的环抱

沉浸式体验。除了运用于电竞场，超宽

屏还具备更加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Mini� LED显示技术在本次展览

会上备受关注，凭借高对比度、高亮

度、高动态范围、寿命长等性能，成

为显示行业追捧的前沿科技。Mini�

LED有望在中高端液晶显示屏背

光、LED显示等领域得到大规模应

用，特别是在电视、笔记本电脑、显

示器等领域。

赵军表示：“Mini� LED背光可以

对屏幕进行多分区背光局部调控，赋

予电竞显示器更高的对比度， 带来更

好的画质体验。 ”

TCL华星发力电竞显示器赛道

7月30日，TCL携多

款高端产品同时亮相第

三届国际显示博览会及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

展览会， 包括全球首发

的Mini� LED曲面电竞显

示器以及全球最高刷新

率电竞曲面显示器。“我

们电竞屏的市场份额及

在华星的产能占比将呈

快速增长趋势。 ” TCL华

星首席运营官赵军表

示，“今年我们会发布多

款基于Mini� LED背光的

产品。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电竞面板产业增速高

TCL华星是TCL科技控股子公

司，以深圳、武汉、惠州、苏州、广州等

为基地，布局了8条面板生产线、4座模

组厂， 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并

成为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企业之一。

2019年，TCL华星成立显示器事

业部，凭借技术、客户等方面的优势发

展迅速， 成为TCL华星快速成长的业

务之一。 今年4月，TCL华星完成收购

苏州三星工厂， 一举成为全球电竞显

示屏第一厂商。

近年来， 电竞显示屏市场增长迅

速。 群智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

电竞显示器面板出货规模为1060万

片，2020年增长到1890万片， 同比增

长78%；预计2021年将进一步提升到

2360万片，同比增长25%，市场渗透

率为14%。“2018年，个人消费者购买

显示器的占比仅为38%， 六成以上的

显示器由企业商用采购。受疫情影响，

个人消费者采购数量明显上升， 预计

2021年将超过半数。 ”赵军说。

资料显示，国内目前有6.6亿游戏

玩家。电竞显示器成为新宠，拥有一台

个性化的电竞显示器， 配备一套酷炫

的电竞外设，成为年轻人时尚的追求、

个性化表达。

群智咨询PC事业部研究总监李

亚妤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显卡供应逐渐缓解，电竞显

示器需求将强劲恢复。 预计2022年电

竞显示器出货规模可达3000万片，同

比增长28%。 到2025年，全球电竞显

示器面板出货量预计将突破4500万

片，市场渗透率可达28%。 ”

李亚妤认为，随着三星显示退出和

熊猫被京东方并购，电竞显示器市场格

局将出现调整， 面板厂商迎来成长机

遇。预计京东方、TCL华星、惠科等面板

厂商在电竞市场的份额会接近六成。

7月30日，2021� CHINA� JOY� TCL华星主题体验馆一角。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摄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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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7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7名，实际进行表决董事7名，

参与表决的董事代表全体董事100%的表决权。 会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原战略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赵烨先生辞职，目前公司战略委

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委员均空缺一人。

为健全董事会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正常履行职责，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向平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董事

会选举周崇远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已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并于2021年5月21日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未来业

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含分、子公司）预计在2021年度将向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芯盛及其子公司” ）新增销售原材料，预计金额为200万元；向江苏

芯盛及其子公司新增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预计金额为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周崇远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三、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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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于2021年5月21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1年度需与公司关联方江苏芯盛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芯盛及其子公司”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在

2021年度公司（含分、子公司）将向江苏芯盛及其子公司提供技术开发服务，预计金额为

700万元；销售原材料，预计金额为300万元；预计总金额1,000万元。 预计将接受江苏芯盛

及其子公司技术开发/测试服务，预计金额为12,400万元；采购原材料，预计金额600万元；

预计总金额为13,000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预计将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司（含分、子

公司）预计在2021年度将向江苏芯盛及其子公司新增销售原材料200万元；向江苏芯盛及

其子公司新增采购原材料及产成品，预计金额为6,000万元。

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以6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

事周崇远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核查，出具了同意的事

前认可意见，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新

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1年度预

计金额

新增关联方

交易金额

增加后关联

方交易金额

截至审议日已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江苏芯盛及

其子公司

技术开发服

务

市场价 700万元 700万元 647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江苏芯盛及

其子公司

销售原材料 市场价 300万元 200万元 500万元 304万元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江苏芯盛及

其子公司

技术开发/

测试服务

市场价 12,400万元 12,400万元 2,170万元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江苏芯盛及

其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及产成品

市场价 600万元 6,000万元 6,600万元 3.2万元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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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江苏芯盛

及其子公

司

集成电路

研发及设

计服务

5,950.25万

元

6,700万元 51.84% -11.19%

巨潮资讯网，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17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江苏芯盛 销售商品 353万元 500万元 0.57% -29.40%

巨潮资讯网，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1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江苏芯盛

集成电路

技术开发

及测试服

务

1,995.73万

元

2,500万元 23.00% -20.17%

巨潮资讯网，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17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江苏芯盛 采购商品 80.71万元 500万元 0.17% -83.86%

巨潮资讯网，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0-017

江苏芯盛

采购固定

资产

132.81万元 偶发性交易 2.49%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8,512.50万

元

10,200万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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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进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

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 因此， 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

异，但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差异主要系市场需求、价格变化或关

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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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 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市

场需求、价格变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翼

注册资本：50,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MA1WYDG51U

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18号528室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

制造、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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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3月31日，江苏芯盛总资产27,023.68万元，净资产21,516.04万

元，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1,163.10万元，净利润-2,358.63万元。

2、关联关系：因公司原董事赵烨先生同时担任江苏芯盛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3（三）、7.2.6（二）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江苏芯盛为公司的关联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江苏芯盛依法存续经营，资金充足，不存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

三、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以上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而发生。

2、以上关联交易均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价格按以下方式确认：

（1）提供劳务的价格不偏离任何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基于同一报价机

制收费。

（2）销售商品的价格不偏离任何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商品的价格，基于同一报价机

制收费。

（3）各项商品采购、劳务采购定价不偏离任何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的服务或商品的

价格或收费标准。

3、各方具体关联交易的付款和结算方式由各方根据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确定。

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不时发生，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长根据业

务开展需要，在上述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签订有关协议/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新增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

需要，且各方将遵循平等互利及等价有偿的定价原则，通过参考市场价格并公允、合理协商

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各方的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新增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

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已就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充分、 有效的沟通，

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发展

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理、

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

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事

前认可。 经核查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业务

发展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遵循了市场公平交易原则，且均已履行了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批准程序，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综上所述，我们对公司本次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