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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4                证券简称：杭州解百                  公告编号：2019-012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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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商旅在线技术有限公司（暂名，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

准登记为准）。 

●投资金额：人民币 70万元，持有标的公司 7%股权。 

●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应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本公司与安保集团

发生关联交易 1,280.65 万元，与饮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发生交易 12.26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解百”、“公司”或“本公司”）拟

与杭州商旅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旅数发”）、杭州数理大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数理”）、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

华商”）、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饮服集团”）、杭州黄龙饭店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黄龙饭店”）、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溪投资”）、

杭州仁和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集团”）、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保集团”）和杭州超级奋斗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超级奋斗合伙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杭州商旅在线技术有限公司（暂名，以

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1、协议签署的日期：本次投资尚未签署协议。 

2、协议各主体名称：商旅数发、杭州数理、杭州解百、联华华商、饮服集团、

黄龙饭店、西溪投资、仁和集团、安保集团、超级奋斗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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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目的：推动公司“零售+大数据”的发展战略落地，进一步推进公司数

字化建设进程，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助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4、投资标的及涉及金额：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商旅在线技术有限公司（暂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

准登记为准） 

投资标的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所有股东均以现金出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会议 8 人，表决结果为：

关联董事童民强、周自力、俞勇、任海锋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

通过了该项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三）关联关系说明  

商旅数发、黄龙饭店、仁和集团和安保集团系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杭州市商贸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商旅”）的全资子公司；饮服集团和西溪投资是杭

州商旅的控股子公司（杭州商旅持有饮服集团 72%股权，持有西溪投资 60%股权）；

联华华商是杭州商旅的参股企业（杭州商旅持股 25.394%），且杭州商旅的董事赵军

任联华华商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投资的发起人中，商旅数发、黄龙饭店、仁和集团、安保集团是杭州商旅

的全资子公司；饮服集团和西溪投资是杭州商旅的控股子公司；联华华商是杭州商

旅的参股企业，且杭州商旅的董事赵军任联华华商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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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之相关规定，商旅

数发、黄龙饭店、仁和集团、安保集团、饮服集团、西溪投资和联华华商均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商旅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新村 104 号 1 幢 4 楼 401

室 

法定代表人：沈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数据处理技术的技术服务，旅游信息

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商旅数发 100%股份；商旅数发的实际控

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旅数发主要从事数据技术咨询和处理业务，于 2019 年 1 月组建。 

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商旅数发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商旅数发于 2019 年 1 月组建，其股东杭州商旅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总

额为 2,472,593 万元，净资产为 1,125,756 万元，营业收入为 944,165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4,819 万元。 

（2）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张慧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50 万元 

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等；批发、零

售：日用百货、农副产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HK00980）持有联华华商 74.19%

股份；联华华商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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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华华商主要从事超市业态的商品零售、批发业务。公司近年来面对外部市场

的激烈竞争，通过业态创新和精细化管理，保证了经营业务的稳步发展。 

杭州解百与联华华商及其子公司之间存在商品采购和销售等日常经营业务往来，

2018 年度发生交易合计金额为 5,041.36 万元。除此之外，在本次交易前，双方不存

在其他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联华华商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94.68 亿元，股东权益 8.12 亿元，

2017 年度营业额为 127 亿元，年度盈利 4.06 亿元。 

（3）公司名称：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杭州市上城区国货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韩利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800 万元。 

主营业务：餐饮管理，饭店管理，企业管理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饮服集团 72%股份，饮服集团的实际控

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饮服集团主要从事餐饮管理业务。近年来，公司不仅出色完成服务保障 G20 杭

州峰会宴会制作和接待工作，而且电商及食品工厂快速增长，品牌连锁发展快速推

进，主营业务稳步提升。 

2018 年，杭州解百与饮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

劳务服务业务往来，全年向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发生交易金额为 12.26

万元。除此之外，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饮服集团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饮服集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20,183.71 万元，净资产为

67,076.65 万元，营业收入为 98,836.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817.1

万元。 

（4）杭州黄龙饭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120 号 

法定代表人：杜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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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66,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住宿，理发，非医疗性美容，浴室，游泳等，酒店管理，物

业管理，会务服务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黄龙饭店 100%股份，黄龙饭店的实际控

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黄龙饭店主要从事酒店管理相关业务。近三年来，饭店成功接待了 G20 峰会、

金砖国家部长级系列会议、世界公益大会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成为浙江

省和杭州市高端国际接待的窗口，并获得由杭州市行业主管机关颁发的“最佳口碑

酒店”、“十佳饭店”等多项荣誉。 

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黄龙饭店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黄龙饭店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74,423.59 万元，净资产为

29,156.77 万元，营业收入为 24,923.7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98.6

万元。 

（5）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湖区文三西路 39 号 

主要办公地点：紫金港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陆晓亮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房地产开发。 服务：提供营业性演出场所（限分支机构经营），

旅游资源开发，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实业投资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西溪投资 60%股份，西溪投资的实际控

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溪投资主要从事提供营业性演出场所（限分支机构经营），旅游资源开发，物

业管理，酒店管理，实业投资业务。西溪投资公司始终专注于高品质项目的开发，

目前正运营世界级旅游综合体——西溪天堂项目：以酒店集群为核心，具体包括中

国湿地博物馆、艺术剧院、国际酒店集群、商业街等，总占地面积 26.26 公顷；目前

已拥有酒店 6 家和 2 家物业；商业街可租赁面积 4 万方，店铺 1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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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西溪投资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西溪投资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99,791 万元，净资产为

25,730 万元，营业收入为 43,0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559 万元。 

（6）杭州仁和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岳帅桥 10 号 1 幢 753 室 

主要办公地点：解放路 226 号 

法定代表人：沈幼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66,000 万元 

主营业务：酒店管理、承办会展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批发、零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仁和集团 100%股份，仁和集团的实际控

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仁和集团业务涵盖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公共服务、旅行社等。仁和集团现有

新侨饭店、五洋宾馆、天元大厦、仁和饭店、商业大厦、五洋连锁主题酒店、五洋

服务、招商国旅等单位，自有酒店 11 家，客房 1,500 余间；在品牌拓展上，公司还

积极输出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及公共服务，目前，共管理物业、酒店等 60 余家。 

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仁和集团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仁和集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12,279.33 万元，净资产为

109,633.17 万元，营业收入为 50,521.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35.31 万元。 

（7）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 332 号望江国际中心 4

幢 13 楼 

法定代表人：郑雪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主营业务：门卫、巡逻、守护、随身护卫、押运（非武装）、安全检查、安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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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国内劳务派遣等业务项目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商旅持有安保集团 100%股份，实际控制人为杭州

市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保集团主要从事保安服务业务，本着“质量立企，诚信为本”的宗旨，准确

把握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协辅警作用，持续推进“立足杭州、面向浙江、

走向全国”的发展战略，为 3,000 多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医院、地铁、学校、

银行、机场等提供社会治安维稳和安全防范服务。 

2018 年度，杭州解百与安保集团之间存在劳务服务业务往来，主要系 2018 年国

际泳联第 14 届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举办期间安保集团提供安保服务，交易金额为

1,280.65 万元，本次交易尚需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确认。除此之外，在

本次交易前，双方不存在其他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安保集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39,981 万元，净资产为 56,349

万元，营业收入为 28,03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756 万元。 

3、其他投资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数理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90 号 71 幢 4 层西 401、

402 室 

法定代表人：王立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服务：数据库处理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软件、教学

软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技术领域及数据处理技术的技术开发、成果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杭州雅言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杭州数理 70.75%持股

权，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立成。 

杭州数理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设计等业务。近年基于将大数据

与心理学结合的“原力决策引擎”，在 2B 产业形成“首席营销技术官”解决方案，

提升企业精准营销效率；在 2C 产业推出“小学数学精准教育”解决方案，提升小学

生数学成绩及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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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公司与杭州数理发生“数字化会员中心”业务往来，交易金额为 420

万元。除此之外，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杭州数理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杭州数理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为 940.20 万元，净资产为 783.75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1.76 万元。 

（2）名称：杭州超级奋斗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武林新村 104 号 1 幢二楼 218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数理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股东分别为王立成和杭州数理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立成。 

超级奋斗合伙企业系为提高本次拟设立标的公司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在提升企业价值的同时为员工带来增值利益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用以

员工激励。该企业于 2019 年 2 月 2 日设立，尚未开展具体业务。 

在本次交易前，杭州解百与超级奋斗合伙企业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类别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商旅在线技术有限公司（暂名，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

核准登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4、经营范围：软件测试服务；互联网技术研究开发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技术服务；广告业；商品

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电子商务（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最终核准登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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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为准）。 

5、出资方式：各方股东均以现金出资，具体出资金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商旅数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340     34%     

2 杭州数理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150     15%     

3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     7%     

4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70     7%     

5 杭州饮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50     5%     

6 杭州黄龙饭店有限公司 50     5%     

7 杭州西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     5%     

8 杭州仁和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50     5%     

9 杭州市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50     5%     

10 
杭州超级奋斗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0     12%     

 合计 1,000     100%     

6、治理机构及人员安排： 

（1）标的公司的治理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及总经理领导下的经营管理

机构组成。各方股东在股东会会议上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2）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商旅数发、杭州数理、杭州解百、

联华华商各推荐 1 名，另选职工董事 1 名。董事长由商旅数发提名，经公司董事会

选举产生。 

（3）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商旅数发”提名，股东会选举产

生。 

（4）标的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若干，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标的公司

的总经理、副总经理人选由董事会聘任。 

四、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各方初步认可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商旅数发、杭州数理、杭州解百、联华华商、饮服集团、黄

龙饭店、西溪投资、仁和集团、安保集团、杭州超级奋斗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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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比例：合资公司成立时，商旅数发出资额为人民币 340 万元，持股

比例 34%；杭州数理出资额为人民币 150 万元，持股比例 15%；杭州解百和联华华

商各出资额为人民币 70 万元，各持股比例均为 7%；饮服集团、黄龙饭店、西溪投

资、仁和集团和安保集团各出资额为人民币 50 万元，各持股比例均为 5%；杭州超

级奋斗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为人民币 120万元，持股比例为 12%。 

（三）商业模式：标的定位为“赋能企业，数字运营”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提

供商。以自主研发或合作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整体的数字化运营技术解决方案及十大

组件：咨询服务、数字化会员管理系统、小程序与公众号开发、数据中台、资产管

理数字化平台、精准营销推荐引擎技术服务、数据安全服务（包含数据流通安全和

阅后即焚）、OA SaaS 服务、虚拟机云服务和联合运营服务。 

盈利模式：通过三种方式与客户进行业务合作：成本加成模式、保底收入+阶梯

绩效模式、全额收入分成模式，后期基于样板项目对外拓展。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是为推动公司“零售+大数据”的发展战略的落地，进一步提高

公司数字化建设进程，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助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二）本次标的公司设立完成后，将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三）本次投资标的当年即可投入运营，且短期和中期主要为杭州商旅旗下成

员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因此现金流较稳定，预计标的公司运营的第二年可实现盈利。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数字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本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省及各级地方政

府发展规划，将有可能取得较多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且公司本次投资的金额较小，

故风险可控。 

七、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项议案。本

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

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



 

11 

 

情形。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

在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同意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项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该项

投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对本次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议案予以同意。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18 年度，本公司与安保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1,280.65 万元，与饮服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杭州知味观食品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12.26 万元。 

除前述事项外，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未发生过其他关

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