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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6        证券简称：南都物业        公告编号：2018-020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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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0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及《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在审议《关于确

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过程中，关联董事韩芳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日常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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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其中在审议《关于确认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过程中，

关联董事韩芳回避表决。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4月 21日披露的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2017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未导致资金占用，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所需，公司 2018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额度是根据公司以

往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发生的实际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在了解了关于关联交

易的背景情况后，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



 2 

理制度》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独立性产

生影响。 

基于上述情形，我们同意将《关于确认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2017 年度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定

价公允，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交易当时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一致确认 2017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 4,059.35 万元。 

公司关于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相关

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2018 年

度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总金额不超过 6,510 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在 2018

年度与关联方签订总金额不超过 13,050万元人民币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二）2017年度关联交易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7年度预计金

额 

2017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接受关联方提

供劳务 

韩芳女士控股或担

任董、高的企业 

杭州南郡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广告费  34.95 

浙江南都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住宿费  3.38 

沈国军先生控股或

担任董、高的企业 

杭州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垃圾清理费  2.17 

小计  100.00 40.50 

向关联方提供

劳务 

沈国军先生及其亲

属控股或担任董、

高的企业 

杭州新湖滨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费  275.66 

杭州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费  437.54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物业费  1,144.05 

传富置业（成都）有限公司 物业费  563.50 

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

限公司 

物业费  302.98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物业费  910.01 

金华市传云物联网技术有限公 物业费  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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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杭州湖滨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物业费  114.66 

杭州新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费  59.01 

浙江银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11.00 

小计  5,400.00 4,018.85 

合计  5,500.00 4,059.35 

（三）2018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注1】 

                                                       单元：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7年实际发

生金额 

2018年预计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

务 

沈国军先生控

股或担任董、

高的企业 

垃圾清运费、服务费等 2.17 1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沈国军先生及

其亲属控股或

担任董、高的

企业 

物业服务费等 4,018.85 6,500  

  合计 4,021.02 6,510  

注1：2018年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包括既有合同及可能新签合同在

2018年度中可能发生的金额。 

（四）2018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签订关联交易合同的金额【注2】 

在2018年预计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金额的范围内，提请授权公司董

事长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合同等文件。 

                                                    单元：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签约金额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杭州新湖滨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注3】 350.00 

杭州湖滨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注3】 200.00 

杭州新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注3】 250.00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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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2,000.00 

杭州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250.00 

沈国军先生及其亲属控股或担任董、高的企业【注

4】 

7,000.00 

小计 13,050.00 

注2：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总金额，并不等同于预计向关联方收取

物业费的金额。物业服务合同的总金额系全体业主向公司支付的物业费总额，若开发商将物

业出售或出租，则出售或出租部分的物业费由相应的业主/物业使用人交纳，开发商（即关

联方）仅需支付其自有或控制部分的物业费，该部分费用被确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 

注3：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就公司与杭州新湖滨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杭

州湖滨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新龙翔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拟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暨日常

关联交易进行授权。 

注4：公司拟以市场竞争的方式参与关联方所属项目的物业管理服务。因此，该预计签

约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韩芳女士控股或担任董、高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

制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经营范围 

1 杭州南郡广告

策划有限公司 

50万人民

币 

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髙技街

30号 226室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

网络广告发布），计算机软硬件、通信技术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

让，图文设计、制作，建筑设计（凭资质证

经营），承接通讯工程（涉及资质证凭证经

营），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承办

会展，礼仪服务；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

件，电子产品（除专控），工艺美术品，办

公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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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南都企业

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200万人

民币 

杭州市文新路

369号 

企业管理，棋牌室、酒吧服务，乒乓球、台

球、健身房、网球场，培训服务（不含办班

培训），日用百货的销售。 

3 杭州悦嘉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 

100万人

民币 

杭州市滨江区

浦沿街道滨盛

路 4199号

5-1-6-1幢 203

室 

服务：教育信息咨询（不含教学活动及出国

留学中介）、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除演

出及演出中介）、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

技能培训、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涉及

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2、沈国军先生及其亲属控股或担任董、高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因

沈国军先生直接、间接持有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置地”）

95%以上的股份，而银泰置地曾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前持有公司 6%的股份，故沈

国军先生系曾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以下企业为沈国军先生及其

亲属控股或担任董、高的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住所 经营范围 

1 杭州龙翔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00万人

民币 

上城区延安路

245号 

服务：停车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杭政

储出[2008]39号地块）。（上述经营服务在

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批发、零

售：服装，服饰及辅料，针纺织品，日用百

货，珠宝饰品。 

2 杭州新湖滨商

业发展有限公

司 

8000万人

民币 

杭州市上城区

延安路 258号 

服务：小型车停车场；饮品店（固体饮料)；

零售：预包装食品。 湖滨地区商贸旅游特设

街区的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

理；批发、零售：办公用品，化妆品，黄金

饰品，银饰品，珠宝（除古玩），日用百货，

工艺美术品。 

3 杭州银泰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10000万

人民币 

杭州市拱墅区

丰潭路 380号

银泰城2幢501

住宿（凭有效许可证，限分支机构经营）。 停

车服务（《设置路外停车场登记证》），百

货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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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1 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会展

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

告，自有房屋租赁，洗车服务，汽车美容服

务，洗衣服务，健身服务。 

4 传富置业（成

都）有限公司 

9300万美

元 

中国（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高新区

世纪城南路

599号 4栋 505

室 

在成都高新区南部新区[宗地编号为

GX21(243/211/252):2010-142]从事房地产

开发、销售、出租；酒店经营的管理；在自

建的商场内从事商业百货经营；写字楼开发；

房地产咨询；以及停车场经营。 

5 名尚银泰城

（淄博）商业

发展有限公司 

15666万

人民币 

淄博高新区鲁

泰大道以北西

六路以东（淄

博名尚国际社

区商业楼） 

商业项目的投资、规划、设计、及运营管理；

受委托进行经营管理服务、营销策划；商业

地产策划；商业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店

铺招商与租赁；房屋租赁；商业地产中介；

物业管理；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 

6 杭州西溪银盛

置地有限公司 

40000万

人民币 

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福

堤 5号管理用

房 108室 

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房地产营销

策划，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中介服务，

室内外装饰设计，承接室内装饰工程，企业

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户理财等金融服务），酒店管理，工程

项目咨询（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市场调

查，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形

象策划，承办会展，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成

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

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针纺织品，

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化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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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及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软硬

件，木材，普通机械。 

7 金华市传云物

联网技术有限

公司【注 5】 

8500万人

民币 

浙江省金华市

金义都市新区

广渠街 1号 10

号楼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货运

代理、仓储服务） 物联网络软件和物流网络

技术的研究、设计、开发与制作、销售，并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人力搬运装卸服务，货运信息咨询

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仓储物流设

备的批发与零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住所托管；代理企业登

记；年度报告的申报；代理记账；为托管企

业提供各类法律文件的收递，客户接待、来

电转接、安排会议的商务秘书服务。 

8 杭州湖滨国际

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万

人民币 

杭州市上城区

东坡路 7号 4

楼 

湖滨地区商贸旅游特色街居经营管理；日用

百货，珠宝（不含钻石），金银饰品，服装，

针纺织品，建筑材料（不含钢材），装饰材

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化工

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工

艺美术品（不含文物）的批发、零售（涉及

配额、许可证、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有

关规定办理申请）；物业管理的服务。 

9 杭州新龙翔商

业发展有限公

司 

1000万人

民币 

浙江省杭州市

上城区东坡路

15号 

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物业管理，服装修改；批发、零售：

服装，服饰及辅料，针纺织品，日用百货，

珠宝首饰，化妆品，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

丝绸，金银饰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家

用电器，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眼镜（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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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接触镜），工艺美术品，家具，家居用品，

字画（除文物），花卉；含下属分支机构的

经营范围。 

10 浙江银泰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万

人民币 

杭州市拱墅区

丰潭路 380号

银泰城2幢701

室-2 

商业品牌管理；日用百货的销售；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投资管理（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工程项目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会展服

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

广告发布） 

注 5：金华市传云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为曾于 2018年 2月 1日前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沈国军原任职企业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工商公示信息，沈国军于 2016年

2月 22日起不再担任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至 2017年 2月 22日后，金华市传云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已不再为公司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根据上述关联人的主要财务

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上述关联人具有充足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的价格

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或竞标确定，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

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物业服务合同构成的日常关联交易为生产经营所必

须，上述合同的定价采用成本测算法为定价依据，交易双方遵循了平等、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

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上网及报备文件 

（一）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确认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以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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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