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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19－02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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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对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 

 本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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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以下合称“关联交易法规”)

的要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19年度可能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于 2019年 3月 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十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 

在审议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时，关联董事苏敏董事、王大雄董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在审议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霍达董事长、苏敏董事、粟健董事、熊贤良董事、熊剑涛董事、彭磊董事回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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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博时基金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苏敏董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长城

证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彭磊董事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

决权；在审议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股东以及黄坚董事、王大雄

董事担任董事、高管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黄坚董事、王大雄董事回

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人

保健康养老管理(广州)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陈志刚董事回避表

决, 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在审议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将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本议案表决情况：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考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相关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增长； 

（3）议案的表决严格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据此，就《关于公司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关联交易发表

同意意见。 

（二）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1、预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金融服务 

存款利息收入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

存款的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披露 

37,577.04 25.19% 

承销服务收入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3,807.70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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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财务顾问服务收入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7,693.99 22.70% 

定向资产管理服务收入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5,518.96 21.77% 

招商证券大厦专项借款

利息支出 
0 950.59 100% 

借款利息支出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78.86 0.61% 

拆入资金利息支出 

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市场利率执行，因拆入资

金金额和利率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1,743.11 11.97% 

第三方存管服务费 

两者合计不超过50,000万元 

3,794.86 56.03% 

理财产品托管及代销费

用 
22,123.33 56.37% 

证券及金

融产品和

交易 

银行间市场拆借 
流入 20,000,000 万元， 

流出 20,000,000 万元 

资金流入 11,000,000.00 万元， 

资金流出 10,851,680.61 万元 
- 

债券交易及利率互换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资金流入 404,606.36 万元， 

资金流出 96,411,214.64 万元 
- 

债券回购 
资金流入 6,481,181.00 万元， 

资金流出 6,482,664.40 万元 
-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管理的产品 

资金流入 376,926.92 万元， 

资金流出 335,495.76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

赎回关联方管理的产品 

资金流入 25,306.48 万元， 

资金流出 11,353.75 万元 
-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融资产品 

0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

赎回关联方非公开发行

的融资产品 

0 - 

与关联方开展场外衍生

品交易 

资金流入 307.64 万元， 

资金流出 239.43 万元 
- 

与关联方开展权益互换 0 - 

其他关联

交易 
租赁费用 6,000 5,208.25 12.44% 

注：证券及金融产品和交易主要指固定收益类产品或交易、股权类产品或交易、融资交易、其他证券和金

融产品及衍生产品或交易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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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金融服务 

承销服务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

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

披露 

269.32 0.22% 

财务顾问收入 5,433.02 16.03%. 

代销金融产品收入 14.40 0.09%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管理的产品 

资金流入 13,640.14 万元， 

资金流出 33,473.95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赎

回关联方非公开发行的融资

产品 

资金流入 13,950 万元， 

资金流出 200,000 万元 
- 

与关联方开展大宗商品交易

等 

资金流入 500.1 万元， 

资金流出 0 万元 
- 

共同投资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0 - 

其他关联交易 

租赁费用、物业管理费、车

辆运营费等 
1,540.22 3.55% 

行政办公采购  1,060.51 10.69% 

 

3、预计与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金融服务 
基金分盘佣金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规

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披露 

2,076.57 5.53% 

代销金融产品收入 629.28 3.95%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债券交易及回购 
资金流入 1,981.34 万元， 

资金流出 0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赎

回关联方管理的产品 

资金流入 83,500.00万元， 

资金流出 130,850.00万元 
-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融资

产品 

0 - 

对关联方黄金 ETF、货基等

做市 

资金流入 7,954 万元， 

资金流出 29,214 万元 
- 

与关联方开展大宗商品交易

等 

资金流入 0 万元， 

资金流出 1,598.02 万元 
- 

其他关联交易 托管机柜服务收入 200 111.44 100% 

 

4、预计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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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金融服务 
基金分盘佣金收入 

因实际项目和

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

披露 

5,785.67 15.41% 

代销金融产品收入 405.64 2.55%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债券交易及回购 0 -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管理的金融产品 

资金流入 0 万元， 

资金流出 0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赎

回关联方管理的金融产品 

资金流入 62,000.00 万元， 

资金流出 82,000.00 万元 
- 

关联方购买、赎回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融资

产品 

0 - 

对关联方黄金 ETF、货基等

做市 

资金流入 59 万元， 

资金流出 69,362 万元 
- 

与关联方开展大宗商品交易

等 

资金流入 1160.16 万元， 

资金流出 1300.22 万元 
- 

 

5、预计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因实际业务项目和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披露 

资金流入 43,517.65 万元， 

资金流出 38,579.97 万元 
- 

 

6、预计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本年预计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金融服务 

因实际业务项目和规模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披露 

承销服务收入 9.91 0.01% 

证券及金融产品和

交易 
0 -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0 - 

 

7、预计与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人保健康养老管理(广州)有限公司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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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因实际业务项目和规模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债券交易资金流入 3,938.20 万元， 

资金流出 2,057.58 万元 
- 

 

8、预计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类别 
本年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证券及金融产品

和交易 

因实际业务项目和规模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披露 

关联自然人购买、赎回公司管理的产品 

资金流入 1,546.15 万元， 

资金流出 1,146.18 万元 

- 

 

9、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与 2018年、2019年曾任、将任以

及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担任董事、高管的除前述关联方之外的关联法人及

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为

准。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大影响，本公司董事苏

敏董事、王大雄董事亦为该公司董事。该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036、3968，该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其公告。 

（二）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67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水陆客货运输及代理、水陆运输工具、设备的租赁及

代理、港口及仓储业务的投资和管理；海上救助、打捞、拖航；工业制造；船舶、

海上石油钻探设备的建造、修理、检验和销售；钻井平台、集装箱的修理、检验；

水陆建筑工程及海上石油开发工程的承包、施工及后勤服务；水陆交通运输设备

及相关物资的采购、供应和销售；交通进出口业务；金融、保险、信托、证券、

期货行业的投资和管理；投资管理旅游、酒店、饮食业及相关的服务业；房地产

开发及物业管理、咨询业务；石油化工业务投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及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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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资产经营；开发和经营管理深圳蛇口工业区、福建漳州开发区。 

（三）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持有招商基金

45%的股份，公司副总裁邓晓力女士任该公司副董事长。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3.1 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四）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49%

的股份，本公司苏敏董事任该公司董事。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5 亿元，主要

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五）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亿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

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

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

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存款利息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存放在招

商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参照金融行业同业存款的市场利率水平进行定价。 

（二）招商证券大厦专项借款利息支出：公司因建设招商证券大厦而向招商

银行借入的专项借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3—5年的贷款利率定价。 

（三）借款利息支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招商银行或其境外分支机构贷款

而支付的利息，参照市场借款利率水平定价。 

（四）拆入资金利息支出：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向招商银行拆借

资金支付的利息，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执行。 

（五）承销服务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承销服务取得的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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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务顾问服务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取

得的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七）第三方存管服务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存入招商银

行而支付的第三方存管服务费，参照招商银行与其他同类券商协商确定的收费标

准支付。 

（八）理财产品托管及代销费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支付给招商银行的集合

理财产品的托管费以及代销理财产品的相关费用,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

定价。 

（九）定向资产管理服务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招商银行提供定向资产

管理服务取得的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互相购买、赎回对方管理的金融产品：参

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相互购买、赎回对方非公开发行的融资

产品：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二）债券交易（及销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债券现货交

易，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债券，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三）债券回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债券交易，并约定出券

方必须在未来某一约定时间以双方约定的价格再向购券方购回债券，并以约定的

利率（价格）支付利息，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四）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等可能与关联方进行共同投

资，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五）基金分盘佣金收入：关联方旗下基金产品可能租用公司以及控股子

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债券等证券交易，并支付给公司交易佣金，参照市场价

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六）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作为代销渠道可能为关联

方代销其旗下金融产品，关联方支付给公司的管理费分成、申购赎回费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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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十七）租赁费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用关联方的营业用房向关联方支付

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

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

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

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

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