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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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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也没有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康国明先生、张立军先生、徐曦先生、陈昌宏先生、郑颖宇

先生分别对相应关联事项子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周奇凤先生、李东辉先

生、黄建华先生、翟进步先生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

的商业行为，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 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 

2018 年 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预计 2018 年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将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发生以下两类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不超过 3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购买古北水镇提供的景区门票、景区酒店等旅游产品； 

（2）公司及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技术类公司向古北水镇提供相关业务



支持。 

2018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古北水镇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98.84万元。 

2. 与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预计 2018 年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将与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以下三类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2） 购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旅游产品；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相关

技术或业务支持。 

2018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76.04万元。 

3. 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 

2018 年 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预计 2018 年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将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悦公司”）

之间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

际发生为准： 

（1）采购旅游产品及服务； 

（2）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4）公司向耀悦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并支付资金拆借利息。 

2018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耀悦公司发生的前三项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为 127.90 万元，支付资金拆借利息为 223.03万元。 

4. 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018 年 4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预计 2018 年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将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以下类型的日常关联交易： 

（1）银行授信（包含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预计金额不超过

30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银行存款预计日均金额不超过 1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3）证券、保险、银行结算等金融服务费用，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4）旅游、差旅、会展、活动管理、营销等服务费用，预计金额不超过 3

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5）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018 年全年，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光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均未超出预计金额，其中银行贷款余额为 5,000 万元，银行存款余额为

3,466.94万元，其他关联交易金额为 1,451.7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村十三区 19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建光 

注册资本：1,531,764,700.00 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住宿（水镇酒店、限建设项目 GS-13地块；古北酒店、限建设项

目 GS-01、GS-02地块；兰谷 SPA酒店等旅游服务设施、限建设项目 GS-10、GS-30、

GS-31、GS-32 地块；山水城酒店、限建设项目 GS-08 地块；江南酒店、限建设

项目 GS-03、GS-04 地块；温泉酒店、限建设项目 GS-15 地块；驿站客栈、限建

设项目 GS-16 地块）；游泳（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3

月 10 日）；餐饮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出版物（不

含音像制品）的零售；经营滑雪场；美容美发；经营娱乐场所（KTV 项目）（仅

限分公司经营）；洗衣；集中式供水（自建设施供水）；旅游设施的开发、建设、

经营（不含旅游业务）；旅游咨询；旅游项目设计咨询；旅游项目管理、景区管



理、餐饮管理、酒店管理、停车管理；健身；儿童娱乐设施经营；设计、制作、

发布广告；票务代理；会议服务；批发日用品、化妆品、纺织、服装、文化、体

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工艺品、蔬菜、水果；物业管理；棋牌服务；经营演

出场所；演出经纪业务；景区内游船出租。（该企业于 2011年 11月 23 日由内资

企业转为中外合资企业。住宿、游泳、美容美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饮用

水供水服务、经营滑雪场以及游泳、住宿、美容美发、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

饮用水供水服务、经营滑雪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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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副总裁焦正军先生同时担任北京古北水镇旅游

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并非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而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关联法人”的界定，北京

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27346（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张立军 

注册资本：4,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项目投

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副董事长张立军先生同时担任中青旅红奇(横

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非公司

控股子公司，因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为关联法人”的界定，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5号 19层 1910室 

法定代表人：张立军 

注册资本：20,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航空机票销售代理；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出境旅游业务；代售火车票；接受委托代售机门票；旅游信息咨询；

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市场营

销策划；技术推广服务；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除外）；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销售化妆品、日用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出境

旅游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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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副董事长张立军先生同时担任中青旅耀悦（北

京）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并非公司控股子公

司，因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为关联法人”的界定，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方：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注册资本：60,000,000,000.00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

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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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鉴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青旅集团公司资产整体划转至中

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因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直接或间

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关联法人”的界定，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19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古北水镇之间发生两类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购买古北水镇提供的景区门票、景区酒店等旅游产品； 

（2）公司及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及技术类公司向古北水镇提供相关业务

支持。 

2、定价政策 

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

合理地进行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时签署书面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正常业务操作流程在前述额度

和事项内完成合同签署等事项。 

（二）与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19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管理的基金之间发生以下三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1）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交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2）购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旅游产品；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青旅红奇（横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

的基金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2、定价政策 

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

合理地进行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时签署书面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正常业务操作流程在前述额度

和事项内完成合同签署等事项。 

（三）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19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

之间发生以下三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

实际发生为准： 

（1）采购旅游产品及服务； 

（2）向公司租赁办公场所，缴纳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耀悦公司提供相关技术或业务支持； 

（4）公司向耀悦公司进行资金拆借并支付资金拆借利息。 

2、定价政策 

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

合理地进行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时签署书面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正常业务操作流程在前述额度

和事项内完成合同签署等事项。 

（四）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1、日常关联交易的范围 

2019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之间发生以下类型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1）银行授信（包含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等）预计金额不超过

30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银行存款预计日均金额不超过 1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3）证券、保险、银行结算等金融服务费用，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4）旅游、差旅、会展、活动管理、营销等服务费用，预计金额不超过 3

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5）开展合作涉及的房屋、场地租赁，保险兼业代理，销售代理等业务，

预计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2、定价政策 

双方将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

合理地进行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时签署书面协议，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正常业务操作流程在前述额度

和事项内完成合同签署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中青旅红奇（横琴）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有利于支持公司

业务发展。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中青旅红奇（横琴）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青旅耀悦（北京）旅游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没有影响。  

此项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项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