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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19-02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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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均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

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共9名。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2018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包括提供服务、接受关联方出让资产使用

权、共同投资、借款等在内的日常关联交易，未超过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相关议案范围；除前述之外，公司2018年新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已按照《公

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前述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允的、合理的，关

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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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公司章程》及

相关制度的规定。 

（2）公司2019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及往来，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

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且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递交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3、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资产管理

服务取得收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78,133,374.50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396.23 

北京东银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95,086.75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496,102.37 

深圳前海邦信投资有限公司 1,261,611.70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716,124.00 

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836,759.03 

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00.00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8,778.66 

小计 146,591,233.24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财务顾问

服务取得收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6,496,399.37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4,716.98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43,396.23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13,797.17 

小计 9,058,309.75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证券承销

服务取得收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29,910,961.51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75,471.69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12,830,188.68 

小计 49,816,621.88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代理买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交易量难以预计，

1,199.0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 447,6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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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服务取得

收入 

司 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4,290.31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18,527.75 

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765.14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8,858.99 

小计 1,142,270.24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代销金融

产品服务取得

收入 

北京东方博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交易量难以预计，

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价，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7,900.00 

小计 27,900.00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投资咨询

服务取得收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783,018.87 

小计 783,018.87 

通过向关联人

提供衍生品业

务服务取得收

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675,000.00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712.61 

小计 689,712.61 

取得存款利息

收入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预计，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745,697.33 

小计 745,697.33 

向关联方支付

借款利息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注

①） 无法预计，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3,231,111.1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注②） 
78,850,126.22 

小计 82,081,237.32 

向关联方支付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利息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③） 
无法预计，按照市场价格

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3,407,317.80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④） 318,567.92 

小计 3,725,885.72 

向关联方支付

担保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

付费用，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12,353,736.56 

小计 12,353,736.56 

租赁关联人房

产对外支出 

上海瑞丰国际大厦置业有限公司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

付费用，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6,100,023.6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609,078.5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51,527.24 

小计 8,760,629.45 

接受关联人保

险服务对外支

出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

付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

定，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5,174,124.78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7,311.81 

小计 25,591,436.59 

接受关联人代

销金融产品服

务支出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

付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

定，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00,238.17 

小计 200,2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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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人资

产管理服务支

出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

付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

定，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5,787,487.37 

小计 5,787,487.37 

注①：该借款利息支出系公司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的方式累计从中国东方拆入资金 35.00

亿元的利息支出。 

注②：借款利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兴香港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借款 16 亿港币且到期后续借 6 亿元港币所产生借款利息。 

注③：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系公司通过银行间质押式回购的方式累计从中国东方

借入资金 290,035 万元的利息支出。 

注④：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利息支出系公司通过银行间质押式正回购的方式累计从大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 184,240 万元，利息支出 254,964.11 元；通过银行间买断式正回购

的方式累计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 636,156,903.32 万元，利息支出 63,603.81 元。 

注⑤：公司在二级市场从非关联方中买入 18 邦信 02，面值 1.6 亿元。  

2、关联方共同投资情况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委托人与本公司关联方东方邦信

置业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本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总规模 14.99 亿元，其中东方邦信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10 亿元认购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6 亿元认购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份额，本年度无新增投资。本公司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39 亿元认购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本年度实现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为 18,299,930.04 元。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委托人与本公司关联方北京东银

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本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总规模人民币

15,233.88 万元，其中北京东银融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认

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本年度无新增投资。本公司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33.88 万元认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自有资金取得的投资收益为-5,616.47

元，管理费为人民币 734,260.80 元。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委托人与本公司关联方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本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总规模 8.9 亿元，其中大

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7.6 亿元认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本年度无

新增投资。本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1.3 亿元认购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自有资金

取得的投资收益为 1,241 万元，收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 721 万元。 

（4）中国东方下属合伙企业上海嘉贯添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公司全

资子公司东兴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管理的私募股权基金“上杭兴源股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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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 亿元有限合伙份额，东兴资本认缴 2.97 亿元份额，

实缴 1 亿元。 

（5）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东

兴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6 亿元港币，关联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放弃同比例增资，东兴香港持股比例由 70%升至 94.52%。 

（6）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退出关联方东方邦信金融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收回股权投资款本金 18,333 万元。 

3、其他关联交易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集合计划购买本公司

关联方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集合信托计划共计 54,310 万元。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管理人、本公司关联方中国东方

作为原始权益人，于 2018年 5月发行“如日 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规模 115.66 亿元（优先级总计 109.88 亿元、次级总计 5.78 亿元），中国东

方认购优先级及全部次级共计约 12.39 亿元。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管理人、本公司关联方中国东方

作为原始权益人，于 2018 年 11 月发行“如日 2018 年第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规模 67.23 亿元（优先级总计 65.90 亿元、次级总计 1.33 亿元），中国东方

认购全部次级共计 1.33 亿元。 

（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作为管理人、本公司关联方中国东方

作为原始权益人，于 2018年 12月发行“煦日 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规模 48.28 亿元（优先级总计 41.52 亿元、次级总计 6.76 亿元），中国东方

认购优先级及次级共计约 2.41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145,460.0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74%，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中国东方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吴跃，住所为北京市阜

成门内大街 410 号，注册资本为 682.43 亿元。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



6 

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

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

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

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东方控制的其他关联方主要包括：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东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前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方邦

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大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东方邦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融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东银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二）其他关联方 

1、关联自然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自然人为本公

司的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2、其他关联法人：其他关联法人包括关联自然人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

大影响的企业；以及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如下表所示： 

交易事项 交易内容 预计 2019 年度交易上限及定价说明 

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并根据

市场化原则收取服务费用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提供承销保荐、 

财务顾问、 

投资咨询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服务；向关联方

及其发行的产品提供财务顾问、投资咨

询等服务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市

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提供代销金融产品、代

理买卖证券及出租交易

席位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代理买卖

证券服务及出租交易席位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交易量难以

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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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 
公司预计 2019 年将在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存款，并取得利息收入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存款的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并按照市场

价格定价。 

借入资金 

公司将通过借入/发行次级债、短期融资

券、同业拆借、信用借款、正回购、公

司债券、收益凭证、卖出资产收益权、

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资，关联方多为金

融企业，具有投资公司相关债务品种的

相关需求，因此公司可能将直接或间接

通过债务工具向关联方借入资金。 

关联方认购公司其他债务工具的规模、利

率等要素，将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 

购买担保服务 

关联方向公司发行的资产计划提供担保

服务、关联方为公司发行的境内外债务

工具提供担保 

担保规模将以公司实际需求为准，担保费

率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购买产品销售服务、财

务顾问、咨询及保险服

务 

公司关联方多为金融企业，具有丰富的

金融服务专业经验与业务能力，同时服

务网络、渠道宽广，能够为公司提供有

针对性的业务咨询、财务顾问、产品销

售及保险等服务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付费用，因业务规

模不确定，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租赁资产及物业费用 

公司及各分支机构为满足业务经营需

要，需向关联方租赁房屋用于经营活动，

按照可比市场价格共向关联方支付房屋

租赁费及物业费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费用，以公司实际需

求为准，预计 2019 年累计不超过 5,000 万

元。 

共同投资 

公司与关联方作为金融企业，均有投资

金融资产的需求，为提高公司投资效率

及分散风险，预计公司将与关联方发生

共同投资相关资产的关联交易；与关联

方共同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共同投资规

模、投资方式、收益率等将按照市场化原

则确定；因与关联方共同参与投资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的业务发生及规模的不

确定性，按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

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作为金融企业，均有证券

和金融产品、资产交易的需求。预计公

司将与关联方发生认购对方发行或持有

的产品、资产，公司、关联方及双方管

理的产品、资产间进行证券和金融产品、

资产交易等关联交易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证券和金融

资产交易量难以预计，因此将参照市场水

平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预计 2019 年度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重大关联交易。 

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1、资产管理业务服务。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标准收

取，参照市场可比服务收费水平定价。 

2、投资银行服务：承销保荐服务、财务顾问服务、投资顾问服务根据合同

约定，参照市场同类产品收费水平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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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纪业务及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席位佣金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基金的

佣金费率定价；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参照同类产品收费水平定价。  

4、存款收入。参照金融行业同业存款利率定价。  

5、借入资金利息支出：参照金融行业同业贷款利率、同类型产品发行利率

定价。 

6、担保服务支出：参照市场可比交易定价。 

7、购买产品销售服务、财务顾问、咨询及保险服务：参照同类产品销售服

务、财务顾问、咨询及保险产品的收费标准支付。 

8、房屋租赁及物业支出：按照相同地段市场的房屋租赁价格水平确定。 

9、共同投资：参考市场可比产品收益率确定。  

10、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参考市场可比产品、资产收益率确定。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

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

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

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及公司对

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9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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