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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4             证券简称：杭州解百                公告编号：2018-004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有利于双方优势互补，互惠双赢，不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童民强、周自力、俞勇、谢雅芳、

任海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4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议案发表了

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的意见：我们对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予以确认，

对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公司《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所

需，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按市场原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损

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公司《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所需，关联交易

涉及的价格按市场原则公允定价，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因此，对该议案予

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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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1、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7 年

度公司日常关联预计和实际发生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7 年度预计金

额 

2017 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货物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90,000,000.00 63,670,024.00 因市场因素，销售下降。 

杭州全程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6,000,000.00 0.00 业务未发生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299,591.92 因市场因素，销售下降。 

浙江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500,000.00  340,397.68 因市场因素，销售下降。 

杭州商务策划中心 50,000.00 34,270.00 商品采购减少 

杭州商旅乐之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2,200,000.00 2,155,058.30 

不适用 

向关联人出

租场地 

杭州商务策划中心 
95,300.00 95,238.10 

不适用 

向关联人租

赁场地 
杭州全程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1,110,000.00 1,062,165.73 

不适用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理

中心有限公司  
1,850,000.00 1,717,383.78 

不适用 

杭州全程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2,680,000.00 1,720,309.37 人员减少 

合  计  105,285,300.00 71,094,438.88  

2、2017 年度因经营业务所需，除年度预计之外，还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货物 杭州黄龙饭店有限公司  4,786.32 

南光（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6,030.94 

向关联人出租场地 杭州天元大厦有限公司  2,095,238.10 

合  计  2,106,055.36 

以上第 1、第 2 所述合计，2017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73,200,494.24

元。 

（三）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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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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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销 售 商

品、货物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

有限公司 70,000,000 1.13 11,375,603.32 63,670,024.00 1.10 

商品销售

增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

有限公司 
460,000 0.01 54,604.48 299,591.92 0.01 

商品采购

增加 

浙江世纪联华超市

有限公司 
300,000 0.01 30,693.37 340,397.68 0.01 

商品采购

减少 

杭州商务策划中心 50,000 0.001 6,162.39 34,270.00 0.001 
商品采购

增加 

杭州商旅乐之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0 0.05 310,202.71 2,155,058.30 0.05 

不适用 

向关联人

出租场地 

杭州商务策划中心 95,000 0.04 15,238.10 95,238.10 0.04 不适用 

杭州天元大厦有限

公司 
1,500,000 0.56 0.00 2,095,238.10 0.83 

出租时间

减少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

医疗管理中心有限

公司  

1,800,000 0.66 0.00 1,717,383.78 0.67 

不适用 

合  计  76,405,000   11,792,504.37 70,407,201.8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86 号；法定代表人：张慧勤；注册资本：12,050 万

元；主要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批发、

零售：日用百货、农副产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等。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商旅”）之参股企业，持有其 25.394%的股权，并且，杭州商旅的

董事赵军在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

联方。 

2、浙江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2 号；法定代表人：张慧勤；注册资本：5,000 万

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珠宝饰品、五金交电等。 

浙江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是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90%的企业，并

且，是杭州商旅之参股企业，持有其 9.20%的股权，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

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3、杭州商务策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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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下城区武林广场 1 号；法定代表人：吴建华；注册资本：50 万元；主要

经营范围：提供展览服务，公关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等。 

杭州商务策划中心是杭州商旅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天元大厦有限公司投资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4、杭州商旅乐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城区庆春路 149-3 号 8 楼 810 室；法定代表人：骆骏；注册资本：5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服务：餐饮管理，物业管理，实业投资，设计、制作、代理

国内广告等；批发、零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 

杭州商旅乐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杭州商旅之全资子公司杭州商旅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

方。 

5、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 9 号西子国际中心 A 座 1505 室；法定代表人：陈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服务：医院管理咨询（不含诊疗活

动），非医疗性健康管理咨询（需行医许可证的除外），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理，

医疗科技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等；批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健身器材、日

用百货等。 

杭州全程国际健康医疗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是杭州大厦有限公司参股 45%的联营

企业，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毕铃女士担任该公司董事，根据上交所关联交

易指引的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6、杭州天元大厦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钱潮路 2、4、6 号；法定代表人：吴建华；注册

资本：11,83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服务：住宿、中西餐制售；零售：卷烟、预包

装食品等。 

杭州天元大厦有限公司是杭州商旅之全资子公司，根据上交所关联交易指引的

相关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7、履约能力 

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经营所需，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

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履约能力较强，交易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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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带来风险或形成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总体原则，具体

的定价方法为：按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向关联人销售商品、货物，以及采购商品原则上每月

结算一次；向关联人出租经营场地原则上每月结算一次，个别一年结算一次；向关

联人提供劳务原则上每 6 个月结算一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百货商品的购买、销售，以及经

营场地的租赁或提供劳务，均基于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而产生，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双赢，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时，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 

  五、备查文件 

  1、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