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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9 年度公司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 2019 年与控股

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发生物业租赁、接受

劳务、提供劳务、采购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26,245 万元，公司

上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7,650.01万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与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构成日常性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2019年 4月 2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

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周政、马德伟、曾宪锋、姜勇已回避表决，其余

董事一致通过。三名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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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2018年发生

金额（万元） 

承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承租关联方物

业作为办公场所或商铺。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2,570 203.48 2,717.13 

出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含

中粮贸易有

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

部分物业。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10,922 2,901.21 84.78 

中粮贸易有

限公司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承租本公

司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发展

有限公司所有的中粮广场写

字楼。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5,933 503.19 0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物业管理、餐饮、员工保

险、酒店管理、酒店住宿、IT

等服务。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3,977 

 
1,112.63 1,302.09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的物业管理等服务。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2,326 43.64 3,546.01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

品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517 42.49 0 

合计 26,245 4,806.64 7,650.01 

注：因中粮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

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除了中粮贸易有限公司外，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

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

合并列示。 

 

（三）2018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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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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预计金

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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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承租

关联方物业作为办

公场所或商铺。 

2,717.13 3,296.00 - -17.56% 
2018-3-1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出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

联方出租部分物

业。 

84.78 114.00 0.14 -25.63% 
2018-3-1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物业

管理、餐饮、员工

保险等服务。 

1,302.09 1,234.00 - 5.52% 
2018-3-1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的物业管

理等服务。 

3,546.01 5,077.00 6.03 -30.16% 
2018-3-1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

联方购买商品 
0 162.00 - -  

2018-3-17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总计 7,650.01 9,883.00 - -2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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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但存在实际发生

总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承租关联方物业以及向关

联人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中国酒城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悦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西单大悦城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发或运营的项目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减少。上述变动属于正常的经

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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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但存在实际发生

总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承租关联方物业以及向关

联人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中国酒城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悦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西单大悦城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发或运营的项目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减少。上述变动属于正常的经

营行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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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本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 1983 年 7 月 6 日，注册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

朝阳门南大街 8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191,992.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军，经

营范围：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2021年 9月 4 日)、食用农产品；

境外期货业务(品种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9日)；进出口业

务(自营及代理)；从事对外咨询服务；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酒店的投资

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代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粮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756.15 亿元，

净资产 1,662.94亿元，2018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3,528.71亿元，净利润为 78.57

亿元。 

 

2、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 2007年 7月 10日，注册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

朝阳门南大街 8号 7层，注册资本人民币 82,958.32461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

德忠，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国内水路运输；道路货

物运输；港口理货；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国际船舶管理；粮食收

购；进出口业务；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针纺织品、机械电器设备、纸张、不

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农业机械；信息咨询；农业

机械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国际海运辅助业务、国

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内水路运输、港口理货、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粮贸易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9.93

亿元，净资产 32.57亿元，2018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53.42亿元，净利润为 3.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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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不存

在履约能力障碍。在上述出租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等提供服务类日常性关联

交易中，各关联方的经营情况良好，对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物业租赁服务均具

备履约能力和支付报酬的能力。在上述承租物业、接受餐饮服务、保险服务、酒

店管理服务、酒店住宿、IT等服务等接受服务类日常性关联交易中，各关联方

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并具有多年的专业服务经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预计与控股股东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购买商品、承租关联方

部分物业作为办公区域、向关联方出租部分物业、为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以

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业管理、餐饮、员工保险、酒店管理服务、酒店住宿、IT

等服务。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为：按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参照

各关联方向其他市场主体提供租赁、餐饮、保险、酒店管理、酒店住宿、IT 等

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本公司向业主提供物业管理、物业租赁等服务的收费标准确

定。公司在发生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时，将签署相关协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承租部分关联方物业作为办公区域类关联交易能够为公司提供便捷的

办公环境等服务，充分保障公司办公的正常运行；本次向关联方出租物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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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服务等出租及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

地产所从事的持有型业务的物业租赁业务以及公司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的发展；

本次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团体人身寿险服务、餐饮服务、IT服务等劳务，有利于

完善公司员工福利体系，创造高效、团结的企业文化，助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酒店管理服务，是为了配合公司业务开展

所需。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定价公允、公正、公平、 

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管理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

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

了事前确认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拟在 2019 年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关

联方”）发生物业租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26,245

万元，费用标准按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上年同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

金额为人民币 7,650.01 万元。 

1、对于上述关联交易，我们认为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 2018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但存在实际发生

总额低于预计交易额 20%的情况，主要原因是承租关联方物业以及向关联人苏州

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中国酒城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悦晟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西单大悦城有限公司等公司开发或运营的项目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关联交

易金额较预计减少。上述变动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

“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3、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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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

交易的专项意见；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

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5、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

制。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确认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专项意

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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