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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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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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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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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9 万元，公司

上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21,364.28万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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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7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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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来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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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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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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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  593.06  2,3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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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市场价格

或比照市场

价格。 

18,108  3,786.97  14,9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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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8  635.08  2,5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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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  420.72  1,5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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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  81.74  22.44 

合计 30,319 5,517.57 21,36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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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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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24 2,570 -  -7.69% 
2019-4-4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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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6.28 10,922 1.73% -18.36% 
2019-4-4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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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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7.14 5,933 1.17% 1.08% 
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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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

酒店住宿、IT等服

务。 

2,548.38 3,977 -  -35.92% 
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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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80 2,326 2.18% -35.18% 

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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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方购买商品 22.44 517   -95.66% 
2019-4-4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总计 21,364.28 26,245 - -1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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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

未低于预计交易额的 20%，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

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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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

未低于预计交易额的 20%，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

大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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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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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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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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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粮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882.85 亿元，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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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735.48亿元，2019年 1-9月营业收入为 3,538.92亿元，净利润为 78.92

亿元。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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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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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购买商品及承租物业、接受餐饮服务、保

险服务、酒店管理服务、酒店住宿、IT服务等购买商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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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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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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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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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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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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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64.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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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

未低于预计交易额的 20%，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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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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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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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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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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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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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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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