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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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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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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长

航集团”）、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工业”）、招商局海通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海通”)、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轮船”）、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蛇口”）与本

公司均受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控制，关联方出任的

董事苏新刚、张保良、李甄、周斌和田学浩因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没有参与

此项议案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李玉平、刘红霞和张琦已事先审议、研究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同

意提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认为公司与中外运长航集团、招商工业、招商海通、

招商轮船和招商蛇口等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而发生的,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是必要的、有利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书面审核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而发生的,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交易项目 关联单位 
2018 年原交

易上限金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金额 

接受

劳务 

代理费、港口费、

房租费、船舶修

理、综合服务、代

购和送供、代储代

供业务、改造服

务、通信导航设备

维护、船员租赁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4,954        3,411 

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     5,500     3,435 

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  200  -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2,000  205 

采购

商品 

船用燃料、润料、

物料、设备、配件

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6,080  2,381 

招商海通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30,000    27,620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700   98  

招商蛇口及其下属公司  100    8  

销售

商品 
燃油销售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7,957     5,451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1,800  977  

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  500  478  

提供

劳务 

运输服务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8,000       19,582  

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     4,000  -  

船舶管理等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105   92  

 合计        91,896  63,738 

2018 年公司关联交易实际数与预计数差异原因说明： 

因内贸业务量下降、航线调整、坞修泊位紧缺等原因，2018 年在接受劳务

方面实际发生额较预计减少 5,603 万元；因航线调整、招标价格等原因，2018

年在采购商品方面实际发生额较预计减少 6,773万元；因规避燃油价格波动风险

等原因，2018 年在销售商品方面实际发生额较预计减少 3,351 万元；因内贸业

务需求下降等原因，2018年在提供劳务方面实际发生额较预计减少 12,431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交易项目 关联单位 
2018 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19 年预计

上限金额 

接受

劳务 

 代理费、港口费、

房租费、船舶修

理、综合服务、代

购和送供、代储代

供业务、改造服

务、通信导航设备

维护、船员租赁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3,411      4,000  

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     3,435     5,500  

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  -   200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205  500  

采购  船用燃料、润料、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2,381     4,000  



商品 物料、设备、配件

等  

招商海通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27,620     35,000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98   500  

招商蛇口及其下属公司    8   200  

销售

商品 
燃油销售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5,451     12,500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977     12,500  

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  478   750  

提供

劳务 

运输服务等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19,582       28,000  

船舶管理等  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   92   250  

 合计    63,738    103,900  

与2018年度相比，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发生金额增加40,162万元，

主要原因为： 

1、预计2019年公司增加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招商工业及其下

属公司、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港口服务、船舶修理、

船舶代理、送供等业务量，预计增加交易金额3,149万元。 

２、预计2019年公司增加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招商海通及其下

属公司、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招商蛇口及其下属公司燃油、设备、物资、办

公用品采购等业务量，预计增加交易金额9,593万元。 

3、预计2019年公司增加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招商工业及其下

属公司、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燃油销售等业务量，预计增加交易金额18,844

万元。 

４、预计2019年公司增加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运输服务等业务

量，增加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船舶管理服务等业务量，预计增加交易金额8,576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１、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4 年 06月 09日在北京成立，现注

册资本 138.26亿元。法定代表人宋德星。中外运长航集团是以物流为核心主业、

航运为重要支柱业务、船舶重工为相关配套业务的综合物流服务供应商。2017

年末，中外运长航集团总资产为 14,252,184 万元，净资产为 3,268,656 万元。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13,341万元，净利润 123,884万元。 

    ２、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7年 11月在香港成立，目前注册

资本为 65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崔军。招商工业主要业务为船舶和海工装备修



理、改装和制造，铝加工、港作拖轮及租赁业务。截至 2017 年末，招商工业总

资产为 3,462,052 万元，净资产为 977,022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762,962 万元，净利润 17,665万元。 

３、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其前身为香港海通有限公司，是招商局集团

的全资直属企业。公司于 1972 年在香港注册成立，2016 年 6 月 29 日正式更名

为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亚东。招商海通现已发展成为集海事、

食品、船贸及大宗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贸易集团。2017 年末，招商海通总资产

为 793,091 万元，净资产为 407,477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10,722万元，净利润-13,774万元。 

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为招商局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公司于 2004

年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 60.67亿元，法定代表人为谢春林。招商轮船主要从事

油轮、散货船及投资液化天然气船运输业务以及相应船舶公司的管理和投资控股

业务。截至 2017年末，招商轮船总资产为 3,779,089 万元，净资产为 1,521,645

万元。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09,535 万元，净利润 61,443 万元。 

５、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

司，于 1979 年 1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成立，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9.04亿元，法定代表人孙承铭。招商蛇口主要从事园区开发与运营、社区开发

与运营、邮轮产业建设与营运业务。截至 2017 年末,招商蛇口总资产为

33,262,092万元,净资产为 6,836,802万元。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45,468万元，净利润 1,222,030万元。 

（二）关联关系 

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招商海通及其下属

公司、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招商蛇口及其下属公司和本公司均为招商局集团

下属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款的规定，为公司

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外运长航集团、招商工业、招商海通、招商轮船、招商蛇口依法存续，经

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

与上述相关关联方进行交易，相关交易价格将在公平磋商的基础上根据一般商业

条款制定。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项目及内容 

（一）与中外运长航集团的交易内容 

1、交易内容 

（1）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 

一是船舶服务业务，包括为公司所属船舶提供油品、设备、配件等销售、仓

储、送供以及供应代理服务等业务；修理和改造服务；通信导航设备维护服务；

代理、港口服务；交通车船、洗舱、围油栏使用等服务。 

二是其他服务业务，包括提供船员租赁、办公用房以及相关物业管理等服务；

信息化、档案管理等服务。 

三是员工服务业务，包括为公司所属船员提供培训、健康体检等服务。 

（2）公司为中外运长航集团提供以下服务： 

公司为中外运长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船舶运输、油品销售

和船员等服务。 

2、交易费用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上限为48,500万元。 

（二）与招商工业的交易内容 

1、交易内容 

（１）招商工业及其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船舶修理服务等。 

（２）公司为招商工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油品销售业务等服务。 

2、交易费用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上限为6,250万元。 

（三）与招商海通的交易内容 

1、交易内容 

（1）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油品、设备、配件等

销售、仓储、送供等业务。 

（2）公司为招商海通及其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油品销售业务



等。 

2、交易费用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上限为35,200万元。 

（四）与招商轮船的交易内容 

1、交易内容 

（1）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件等销售、

船舶代理、仓储、送供业务等。 

（2）公司为招商轮船及其下属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油品销售、船舶管理

等业务。 

2、交易费用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上限为13,750万元。 

（五）与招商蛇口的交易内容 

1、交易内容 

公司从招商蛇口及其下属公司购买商品，包括但不限于办公用品等业务。 

2、交易费用 

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上限为20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可以降低营运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的业务

链条，改变公司以往单一的经营模式，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布局，有利于增加收入，

改善财务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本公司也不会因此而形

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