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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2019－06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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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8,629.46万元，关联方主要包括公

司最终母公司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港务集团”）及其子公

司、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际港务”）及其子

公司、公司部分参股企业等。2018年度本公司与前述关联人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40,810.36万元。 

（2）2019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陈朝辉先生、蔡立群先生、

许旭波先生、张桂仙先生回避了表决，本项议案以 5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获得通过。 

（3）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厦门国际港

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将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 
3,751.32 638.55 3,509.37 

小计  3,751.32 638.55 3,509.37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销售

建材产品 
1,300.00 40.00 584.73 

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105.20 4.20 0 

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

限公司 
20.00 0 22.14 

小计  1,425.20 44.20 6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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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提供劳

务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向关

联人及厦门港务控股集团下

属企业提供理货服务 

414.03 64.33 396.30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670.00 108.78 654.33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12.00 2.00 25.75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

司 
249.06 41.51 310.59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200.00 33.02 207.24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

验服务有限公司 
13.21 2.84 16.08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 
5.04 0.42 1.24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8.37 4.73 27.37 

厦门自贸试验区电

子口岸有限公司 
2.31 0.39 1.81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运输有限公司向关

联人提供运输服务 

2,221.65 369.61 2,172.59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2,106.97 351.16 1,810.55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2,153.98 358.50 2,096.68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

验服务有限公司 
553.83 92.31 593.59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3,993.91 664.99 3,535.56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2,635.92 439.32 2,425.72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 
132.00 22.00 104.61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提供经营托管服务 
103.81 - 50.48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供代理劳务 

590.00 98.00 847.11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

公司 
270.00 45.00 537.64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

限责任公司 
450.00 75.00 582.42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劳

务 

150.32 21.94 114.94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33.00 14.00 6.90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

责任公司 
63.00 0 15.09 

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67.00 0 63.25 

小计  17,119.41 2,809.84 16,597.84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

供的搬运装卸服务 

3,254.59 573.23 3,039.49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

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40.79 23.46 1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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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

人、厦门港务控股集团及下

属企业提供的资金服务 

455.00 30.34 78.67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 
4,180.50 550.00 2,774.05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

有限公司 
26.10 4.24 25.63 

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

限公司 
43.99 0 49.69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

供的劳务 

2,900.31 383.58 2,539.78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

力有限公司 
1,588.11 221.25 1,294.45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下属企业提供的

工程劳务 

5,070.64 525.00 4,187.63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57.35 5.00 168.24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

力有限公司 
50.00 8.00 52.55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107.53 19.37 99.99 

厦铃船务有限公司 8.70 1.40 22.17 

小计  18,083.60 2,344.86 14,516.0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租赁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提

供的租赁 

2,576.80 943.61 1,947.91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3,341.31 559.56 3,448.95 

小计  5,918.11 1,503.17 5,396.86 

向关联人提供

的租赁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

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下属企业提供的租赁 

8.86 0.74 8.05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145.79 24.30 175.30 

小计  154.65 25.04 183.35 

向关联人转让

股权 

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下属企业转让股权 

2,177.16 2,177.16 0 

小计 2,177.16 2,177.16 0 

总  计 48,629.46 9,542.82 40,810.36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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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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燃料

和动力 

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3,509.37  4,404.70  31.11% -20.33% 

详见公

司披露

于 2019

年 3月

09日

《证券

时报》、

《中国

证券

报》及

巨潮资

讯网的

《厦门

港务发

展股份

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日

常关联

交易预

计公

告》 

小计 - 3,509.37  4,404.70    -20.33%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关联人

销售建材产

品 

584.73  1,400.00  1.52% -58.23% 

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    

                            

30.00  

                                  

-    
-100.00%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    

                          

100.00  

                                  

-    
-100.00% 

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22.14  

                                  

-    
3.73% 100.00% 

小计 - 606.87  1,530.00    -60.34%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厦门外轮理

货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及

厦门港务控

股集团下属

企业提供理

货服务 

396.30 420.00 3.72% -5.64%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654.33 700.00 6.14% -6.52%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25.75 20.00 0.24% 28.75%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

司 
310.59 480.00 2.92% -35.29%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207.24 220.00 1.95% -5.80%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

验服务有限公司 
16.08 100.00 0.15% -83.92%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 
1.24 5.64 0.01% -78.01% 

厦门海沧新海达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7.37  

                                  

-    
0.26% 100.00% 

厦门自贸试验区电

子口岸有限公司 
 

                              

1.81  

                                  

-    
0.02% 100.00% 

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运

输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运输服务 

2,172.59  2,287.98 10.99% -5.04%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1,810.55  2,036.01 9.16% -11.07%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2,096.68  2,181.66 10.60% -3.90% 

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

验服务有限公司 
593.59  604.45 3.00% -1.80%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3,535.56  3,849.66 17.88%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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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2,425.72  2,302.64 12.27% 5.35% 

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 
104.61  113.40 0.53% -7.75%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中国厦门外

轮代理有限

公司为厦门

港务控股集

团及其下属

企业提供代

理劳务 

                          

847.11  
  0.34% 100.00% 

厦门港务海运有限

公司 

                          

537.64  
130.00  0.21% 313.57%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

限责任公司 

                          

582.42  
  0.23% 100.00%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向厦门

港务控股集

团提供经营

托管服务 

50.48  55.50  6.58% -9.05%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为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

及其下属企

业提供劳务 

114.94  137.82  0.04% -27.70%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向关联

人提供劳务 

6.90  2,523.01  0.90% -99.73% 

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63.25  45.00  8.24% 40.56%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

责任公司 
15.09  15.00  1.97% 0.59% 

小计  16,597.84  18,227.77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厦

门港务控股

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供

的搬运装卸

服务 

3,039.49  3,196.04  4.91% -4.90% 

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

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83.73  122.64  0.30% 49.81%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关

联人、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

及下属企业

提供的资金

服务 

78.67  485.00  0.74% -83.78%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 
2,774.05  5,000.00  26.16% -44.52% 

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

有限公司 
25.63  32.40  0.24% -20.90% 

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

限公司 
49.69  21.75  0.47% 128.46%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厦

门港务控股

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供

的劳务 

                       

2,539.78  

                       

2,276.17  
3.62% 11.58% 

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

力有限公司 
1,294.45  1,754.75  11.48% -26.23% 

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厦

门港务控股

集团下属企

4,187.63  8,107.15  14.10% -48.35%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68.24  360.00  0.57% -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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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

力有限公司 

业提供的工

程劳务 52.55  0  0.18% 100.00% 

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

劳务 

99.99 105.39 0.04% -5.12% 

厦门铁路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0 200.00 0  -100.00% 

厦铃船务有限公司 22.17 50.00 0.01% -55.66% 

小计  14,516.07  21,711.29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

企业接受厦

门港务控股

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供

的租赁 

1,947.91  2,975.25  19.47% -34.53%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3,448.95  3,325.16  34.47% 3.72% 

小计  5,396.86  6,300.41      

向关联人

提供的租

赁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

业向厦门港

务控股集团

下属企业提

供的租赁 

183.35  151.83  18.85% 20.76%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

有限公司 
 

                                  

-    
2,500.00  

                                  

-    
-100.00% 

小计  183.35  2,651.83    

总  计 40,810.36  54,8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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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实际

发生总金额较预计总金额少 25.56%。主要系成员企业石狮市华锦码头储

运有限公司原预计向关联方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码头增值

服务及码头资产租赁服务未发生所致。 

个别单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或与预计差异较大的原因系公

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业务合作选择，以

选取能给公司带来效益最优化的合作模式和合作伙伴，因此 2018 年根据

实际需要，扩大或缩小了相关预计关联交易项目的业务规模。如相关关联

交易业务达到规定标准，公司已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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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适用） 

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实际

发生总金额较预计总金额少 25.56%。主要系成员企业石狮市华锦码头储

运有限公司原预计向关联方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码头增值

服务及码头资产租赁服务未发生所致。 

个别单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超出预计或与预计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公

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和效益优先导向进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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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作选择，同时相应扩大或缩小了相关预计关联交易项目的业务规模，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关联方：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0,000万元；企业性质：有限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1、

对厦门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国有资产行使出资者权利，以控股、参

股方式从事资产投资、监管、经营，并对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负责；2、按

照市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出让、兼并、收购等方式，进行结构调整，资

产重组，推动国有资产向高效率领域转移；3、依法为投资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利

用各种渠道筹措资金自主进行投资；4、信息产品开发及销售，信息咨询及技术服

务，信息工程的开发建设及相关业务；5、港口工程开发、建设及咨询服务；6、海

上油污、水回收处理，环境监测及油类分析、咨询业务； 7、其它与港口建设经营

有关的业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

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4,521,238,977.45元,净资产为 16,658,612,105.68元,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为 23,516,998,945.53元,净利润为 928,088,808.98元。 

（2）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2,620万元人民币；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资、上市）；经营范围：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2、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

储、物流服务；集装箱装卸、堆放、拆拼箱；3、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

提供顶推、拖带服务；4、船舶港口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5、港口设施、设备和

港口机械的租赁服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

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为 21,261,103,769.83 元,净资产为 12,044,261,328.77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

收入为 15,216,328,553.18元,净利润为 556,664,661.89元。 

（3）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0,421.50 万元；经营范围：经营集装箱及件杂货码头的装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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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仓储业务、疏运业务和其它相关业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

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2018年 12月 31日,公

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94,685,514.60元,净资产为 2,007,295,475.47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403,584,258.23 元,净利润为 100,067,973.08 元。 

（4）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75万元；住所：湖里区东渡路 123号；主要经营项目是：为码头、

仓储企业提供装卸辅助劳务服务、物业管理。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52,671,952.00 元,净资产为 16,471,236.53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

入为 122,555,583.36元,净利润为 358,839.09元。 

（5）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住所：湖里区东渡路 125号之二；经营范围：1、港

口与航道工程二级；2、房屋建筑工程三级；3、港口与海岸工程二级；4、航道工

程二级；5、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三级；6、土石方工程二级；7、设备起重安装；8、

水上救助打捞。（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4,914,662.83元,净

资产为 121,402,170.56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477,986,502.96 元,净利

润为 2,050,941.49元。 

（6）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8,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嵩屿中路 809 号航运

大厦三楼；经营范围为：国际国内航线的集装箱装卸、中转、仓储、分送、集装箱

清洗及维修、拆装箱、堆存、保管、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及与上述业务相

关的技术咨询。（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

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83,314,863.76元,净资产为 1,849,562,873.79元,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78,302,161.49 元,净利润为 69,282,536.97 元。 

（7）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验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建港路海润码头综合楼三楼；经营

范围：1、集装箱装卸、堆存及存货管理；2、集装箱拆装箱、清洗、修理和租赁；

3、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4、集装箱货物查验服务。（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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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280,058.78 元,净资产为 8,279,237.10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6,011,598.38元,净利润为 4,271,147.33元。 

(8)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36,604,228.47 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象屿路 8号；

经营范围为：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2、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中转、仓储、

物流服务；3、集装箱装卸、堆放、拆拼箱、修洗箱；船舶港口服务；4、为船舶提

供岸电；5、租赁服务。（以上经营范围限筹建。）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

审计的总资产为 11,626,743,167.00元,净资产为 8,608,939,745.33元,2018年全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1,968,863,807.54 元,净利润为 483,324,141.65 元。 

(9)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398号；经营范

围为：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成品油零售（含汽油）（限加油站经营）；

预包装食品零售（限加油站经营）；烟草制品零售（限加油站经营）；机动车燃料

零售（不含成品油、车用燃气和其它危险化学品）；其他日用品零售。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9,171,818.51 元,净资产为 154,445,183.84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94,570,585.03元,净利润为 5,181,667.63元。 

（10）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5,6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268号；经营范

围为： 1、船舶、火车、汽车的集装箱及其他货物的装卸；2、进出口集装箱（空、

重箱）和其他货物的中转及堆存服务；3、集装箱及一般货物的水路运输（驳船和

支线船运输）、陆路运输和仓储业务；4、集装箱的拆装箱业务；5、提供物流和集

装箱管理的综合服务；6、国际、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包括揽货、订舱、报关、报

检、代办运输等；7、提供信息咨询服务；8、经营港区内货运站、集装箱中转站和

港区内报税仓储（需经海关批准）；9、修箱、洗箱业务；10、船舶维修业务；11、

自有办公楼与候工楼和场地出租及供水、供油等配套服务。2018年 12月 31日,公

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375,676,258.75 元,净资产为 487,179,886.09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47,752,914.24 元,净利润为-73,228,201.88 元。 

（11）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港路 2 号一层西侧；

经营范围：1、为旅游客轮提供码头靠泊及相关客运服务，厦门港内海上旅游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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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事内贸船舶代理及客货运输代理及相关的业务代理；3、房地产租赁；4、免

税商品零售（限厦门港客运站免税店经营）；5、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不含金

银首饰）、日用百货、食杂（限厦门港客运站免税店经营）、饮料、烟草（限零售）；

6、停车场；7、物业管理；8、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国内广告；9、仓储（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货物装卸。（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

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4,031,860.49 元,净资产为 64,412,562.73 元，2018 年全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84,564,578.00 元,净利润为 40,634,148.70元。 

（12）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长浩路 223 号 5楼 515

单元；经营范围为：无船承运业务；其他未列明水上运输辅助活动；港口拖轮、驳

运服务；沿海货物运输；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运输代理。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

资产为 412,596,968.88元,净资产为 265,630,648.08元，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

入为 325,190,598.87元,净利润为 13,523,568.44元。 

（13）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

区（保税港区）港南路 439号之一；经营范围为：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船舶港务服务；其他未列明水上运输辅助活动。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09,550,922.49 元,净资产为

1,180,532,700.19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89,570,653.46 元,净利润为

84,593,357.19 元。 

（14）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8,2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洪诗路 98 号；经营范围

为：铁路货物运输；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运输) ；

电力供应；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贸易代理；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

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 ；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不含须经审

批许可的项目) ；装卸搬运；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

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 ；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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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仓储；谷物仓储；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

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其

他未列明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2018年 12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为 1,560,132,787.62 元,净资产为 691,907,779.03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

务收入为 107,735,919.27元,净利润为-32,093,581.72元。 

（15）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政府综合大楼二

楼；经营范围为：投资、建设与开发铁路物流园区；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

务；包装加工；物流配送（不含客、货运输）；物流信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2018年 12月 31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30,896,548.86元,净资产为 383,042,098.17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8,955,260.71 元,净利润为 7,912,602.97 元。 

（16）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住所：海沧疏港路海沧港区内；经营范围为：1、

仓储；2、港口、船舶物资供应；3、货物包装、加工；4、批发、零售机械配件、

日用百货；5、装拆集装箱业务；6、装卸业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

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必须在取得审批许可证明方能营业。）2018年 12月 31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726,718.06元,净资产为 5,792,094.29元,2018年全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4,214,963.75 元,净利润为 410,649.76元。 

（17）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湖里区嘉禾路高崎段；经营范围：1、

普通货运；2、仓储（不含危险品）；3、货运配载、装卸；4、停车场；5、房屋租

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7,282,719.96 元,净资产为

25,759,309.79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614,335.53 元,净利润为   

1,111,533.52 元。 

（18）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住所：厦门市海沧区港南路 379 号；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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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1、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2、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3、船舶港口服

务：（使用港口接收设施从事）船舶污染物接收。2018年 12 月 31日,公司未经审

计的总资产为 220,448,494.54 元,净资产为 212,438,262.59 元,2018 年全年主营

业务收入为 21,282,858.09元,净利润为-5,338,865.22元。 

（19）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2300 万元，住所是东渡路 99 号 5 楼，本公司经营范围：1、土

地综合开发；2、房地产开发与经营；3、港口、道路及配套工程、航道工程及其他

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4、建筑装修装饰工程；5、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及批发、

零售；6、工程建设管理技术咨询。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

2,615,559,213.25 元，净资产 1,172,103,933.50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762,193,928.37元，净利润为 258,890,403.64元。 

（20）厦门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营业场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878 号龙都大酒店 17楼

A、B单元。经营范围：1、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出口商品目录），

单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铁路工程建筑；3、房地

产开发经营；4、商务信息咨询；5、海水养殖（限分支机构经营）；6、水产品冷

冻加工；7、货运运输代理；8、肉、禽、蛋及水产品批发；9、电气设备批发；10、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11、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12、建材批发；

13、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

总资产 43,342,845.60 元，净资产 29,616,576.24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2,549,593.99 元，净利润为-2,321,277.79元。 

（21）厦铃船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84.81 万元；住所：香港铜锣湾洛克道 447-449 号中

威商业大厦 602室；经营范围为：船务服务及经营货柜租赁。2018年 12月 31日,

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16,264,711.12 元,净资产为 165,682,722.61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226,078,870.46元,净利润为 10,694,994.16元。 

（22）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万元，营业场所：厦门自贸片区港中路 80号；经营范围：包

括电力供应；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电气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管道和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信息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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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服务；通信设备零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不

含网吧）；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讯设备修理；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电气

设备修理；其他未列明电力生产；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

经许可审批的项目）。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0,796,850.33

元，净资产 115,944,248.81元，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105,809,451.78 元,净

利润 5,969,356.63 元。 

（23）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万元，营业场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89号港吉大厦二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其他

未列明房地产业；房地产租赁经营；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34,755,474.06 元，净资产 796,969,624.37 元，

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226,912,357.83元,净利润 187,681,388.72元。 

（24）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万元，营业场所：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 99号 101室；经营范

围：货运港口货物装卸、仓储服务。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73,058,977.87 元，净资产 4,820,941.01 元，2018 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3,764,289.30 元,净利润-9,199,563.09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一项之规定； 

（2）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10.1.3 条第一项之规定； 

（3）厦门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受本公司母公司国际港务之子公司厦门集

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4）厦门港务服务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5）厦门港务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

司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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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6）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受本公司母公司国际港务之子公司厦门

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7）厦门港海沧集装箱查验服务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母公司国际港务之子公

司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8）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受本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9）厦门中油港务仓储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另一股

东共同控制之联营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

定； 

（10）厦门海沧新海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受本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

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

之规定； 

(11)厦门港务集团和平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

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2)厦门港务海运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3)厦门海润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14）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公司：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股的企

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15）厦门铁路物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股的企

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16）厦门港务集团海龙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7）厦门市货运枢纽中心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8）厦门海鸿石化码头有限公司: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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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19) 厦门港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20)厦门铁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营的企业，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21)厦铃船务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定； 

 (22)厦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母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

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二项之规

定； 

 (23)厦门港务地产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24)厦门港务海翔码头有限公司: 受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资产情况较好、经营情况正常，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向

关联人提供劳务租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等类型。 

公司同关联方之间提供其他劳务服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

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

由双方协商定价。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各关联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具体业

务的开展逐步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2019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

实际需要。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

愿、互惠互利，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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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合理。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事前表示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召开了第六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日常关联交易作了预计，该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的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平性。根据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合同，我们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事先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3、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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