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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18-01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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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该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避表决事宜：本行关联董事肖文让、肖亚凡、洪星、李晞、

陈细和、全臻及谢富山回避表决，因股东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股权质押比例超过了 50%，根据监管规定本行已对其派出董事冯建

军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了限制。 

 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

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行于 2018年 12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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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本行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均基于与客户原有的

合作基础，以及对本行业务发展的合理预期，预测金额所涉交易内容

为银行政策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符合经营发展的需要，其定

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

公允性原则。 

一致同意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 

本行预计的 2019 年度关联方关联交易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本行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影响本行独立性，不会对本

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本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本行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序号 关联方 2018年 1-11月交易情况 
2019年交易预计 

授信类 非授信类 

1 

湖南省通信产业

服务有限公司及

关联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7亿元；非授信类

交易约 2796.49万元，主

要用于支出网点装修、设

备采购等服务费用 

预计额度 9亿元，

主要用于银行承兑汇

票、国内保函、物流监

管、应收账款融资等业

务 

预计额度 6800万

元，主要用于工程建

设、设备采购等 

2 

湖南新华联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及

关联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10.4亿元 

预计额度 18亿元。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银行承兑汇票、无

追索权保理等业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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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友谊阿波罗

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关联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10.28亿元；非授

信类交易约 771.76万

元，主要用于支付后勤采

购、特惠商户活动费用等 

预计额度 15亿元，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银票、房地产开发

贷款等 

预计额度 815.94

万元，主要用于后勤

采购、特惠商户活动

等 

4 

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及关联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2.5亿元；非授信

类交易 247.44万元，主

要用于支付后勤采购、电

子商务等费用 

预计额度 2.6亿

元，主要用于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线上消费金融等业务 

预计额度 464万

元，主要用于后勤采

购等 

5 

长沙房产(集团)

有限公司及关联

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3.9亿元；非授信

类交易 5万元，主要用于

支付物业管理等费用 

预计额度 5亿元，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房地产开发贷款等 

预计额度 8万元，

主要用于后勤物业服

务采购等 

6 

景鹏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及关联企

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1亿元；非授信类

交易 25.94万元，主要用

于支付物业管理等费用 

预计额度 5亿元，

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

贷款等 

预计额度 27.33

万元，主要用于后勤

物业采购等服务 

7 

长沙创元集团有

限公司及关联企

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6000万元 

预计额度 8000万

元，主要用于流动资金

贷款等业务 

无 

8 

长沙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及

关联企业 

该集团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12亿元 

预计额度 56亿元，

主要用于银团贷款、公

司债等业务 

无 

9 
湖南省金六福酒

业有限公司 

该客户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2亿元 

预计额度 2亿元，

主要用于银行承兑汇

票、流动资金贷款等业

务 

无 

10 
湖南家润多超市

有限公司 

该客户在我行授信

类交易 3亿元；非授信类

交易 130万元，主要用于

支付后勤采购费用等 

预计额度 1.2亿

元，主要用于流动资金

贷款业务 

预计额度 120万

元，主要用于零星采

购等 

11 
湖南湖湘商贸股

份有限公司 

该客户在我行授信

额度人民币 1亿元 

预计额度 1亿元，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

款 

无 

12 关联自然人 

全部关联自然人在

本行开展授信类关联交

易约 3.1亿元 

预计额度 5亿元，

单户授信不超过 500万

元，包括个人贷款、信

用卡透支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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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预计额度不构成本行对客户的授信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

将按照本行的授权制度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本行有权审批机

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准。 

二、关联法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6月 27 日，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

禇格林，注册资本 8.86 亿元，注册地址为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

园内远大路 236号，经营范围为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

信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服务业务、信息服务

业务；电梯销售、安装、维修；以自有资产进行通信及互联网技术产

业的投资，自有资产管理等。 

截至2017年12月末，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34.94

亿元，净资产 16.0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3.06 亿元，净利润 1.59

亿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7 月 7 日，公司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

杨爱兵，注册资金 2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

路与东二环西南角湘域相遇大厦北栋 2506 室，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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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12月末，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65.48

亿元，净资产 32.9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5.99亿元，净利润 4.4亿

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6 月 7 日，公

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子敬，注册资本 141660.52 万

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1号，经营范围为

商品零售业及相关配套服务、酒店业、餐饮业、休闲娱乐业的投资、

经营、管理等。 

截至 2017 年 12月末，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29.45 亿元，净资产 61.1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2.84 亿元，净利

润元 2.71 亿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 10 日，公

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周兆达，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路２６０

号７楼，经营范围为日用百货、针棉织品、五金交电、家具、文体用

品、照相器材、厨房用具、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通讯器材的销售；

实业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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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49.27 亿元，净资产 16.1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0.59亿元，净利润

1.12亿元。 

（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五）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李建国，注册资金 3 亿元

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 198 号新世纪

大厦 11 楼。经营范围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

产租赁及国有资产投资。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长沙房产(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61.84

亿元，净资产 45.4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7.47 亿元，净利润 1.04

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全臻在过去 12个月内系该公司董事长。 

（六）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1 月 13 日，公司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贺立平，注册资金

5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49号湘域中央花

苑 2 号栋 3301 房。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以自有资产进行

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能源、文化旅游产业等的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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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12月末，景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5.11亿元，

净资产 10.56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83亿元，净利润 6616.59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监事许文平系该公司提名委派的股东监事。 

（七）长沙创元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沙创元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 1 日，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谢富山，注册资金 3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锦绣华天大厦 7 楼

5#房。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建筑投资、餐饮投资

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长沙创元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3 亿元，

净资产 10.6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38 亿元，净利润 1.16 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谢富山系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八）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29 日，公司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刘义山，注册资本 50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杜花路 166 号，经营范

围为轨道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土地一级整理、开发；市政基

础设施的建设；建筑材料的销售。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198.30 亿元，净资产 546.1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0.07 亿元，净

利润 5.5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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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 

该公司系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股东长沙市财政局的全资子公

司。 

（九）湖南省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省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3日，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颜涛，注册资本

15625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湖

南商会大厦西塔 9楼 901 室，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日

用杂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建筑装饰材料、服装、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农副产品的销售。 

截至 2017 年 12月末，湖南省金六福酒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92.46

亿元，净资产 62.4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7.01 亿元，净利润 6.69

亿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冯建军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十）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8 月 15 日，公司类型为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傅佳川，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 355号鸿铭中心商业街门面 H101、

201、301、401 号，经营范围贵金属制品、电线、电缆、办公设备、

汽车零配件、摩托车的批发；烟草制品、鞋帽、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家用电器、进口酒类、国产酒类、钟表、日用百货等商品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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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月末，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 13.57 亿

元，净资产 3.4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3.01亿元，净利润 2145.1 万

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陈细和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十一）湖南湖湘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湖南湖湘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类

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赵智海，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 569号湖南商会

大厦 11 楼，经营范围为商贸流通网点及农产品基地、产业园的建设

运营；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仓储配送体系建设运营；流通产业投资等。 

截至 2017 年 12 月末，湖南湖湘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4.71

亿元，净资产 3.0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56.77 万元，净利润-2805.2

万元。 

（2）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冯建军在该公司担任董事。 

（十二）关联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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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关联自然人包括： 

（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行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二）本行的董事、监事、总行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

定或者参与本行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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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行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项所指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本行的内部人与主要自然人股

东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四）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本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五）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述人士的父母、配偶、兄弟姐

妹及其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成年子女配偶的父母、配偶的父母、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父母的兄弟姐

妹的成年子女及其配偶； 

（六）在过去 12 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 12 个月

内，存在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七）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实质重

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本行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本行利益对其倾

斜的自然人等。 

本行对个人客户的授信融资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个人房产抵（质）

押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业务品种。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本行

对关联自然人授信余额为 3.1 亿元。 

根据正常业务发展需求，本行对关联自然人 2019 年度的预计授

信额度为 5 亿元，单户预计授信不超过 500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本行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政策经营范围内发

生的常规业务，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

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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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政策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

规业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开展本

行业务。 

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非关联

方同类交易的条件开展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

没有损害本行和股东的利益，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

不影响本行独立性，不会对本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

成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本行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已经本行风险控制与

关联交易委员会、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

明； 

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