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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经营管理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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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述交易风险：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重

庆百货”）受托经营管理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投集团”）下

属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客隆商贸”）100%股权，根据《重庆

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

称“《委托管理协议》”），本次受托经营管理的风险极小。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不同关

联人未发生受托经营管理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6 月，根据重庆市国资委关于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商投集团”）重组的安排部署，将商投集团商业类资产无偿划转至重庆商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商社集团持有商投集团 100%股权。

商投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客隆商贸持有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重客隆超市”）94.66%股权，重客隆商贸和重客隆超市主营超市业务，

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根据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组成专项工

作小组启动和推动解决同业竞争相关事宜。经研究，公司与商投集团签订《委托

管理协议》，拟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资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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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同业竞争。委托管理的期限为自受托方正式履行托管职责之日起至同业竞争

消除或目标资产划转、转让或注销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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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商投集团和

重客隆商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不同关联人未发生

受托经营管理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五四路 39号同属邹容路 120号第 15 层 

办公地点 重庆市渝北区星光大道 60 号 

法定代表人 范光明 

注册资本 263,021.5714 万元 

经营范围 

对商品市场建设项目进行投资；组织商品市场的建设；商品

市场经营、管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商社集团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末，商投集团资产总额为 589,701.35 万元，负

债总额为 389,678.33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00,023.02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306,603.18 万元，净利润为

3,905.21万元。 

关联方关系介绍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持有重庆百货 45.05%的股权。

商社集团还持有商投集团 100%股权，商投集团为重庆百货关

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方：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88号 13楼 24号房 

办公地点 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88号得意商厦 A塔 14楼 

法定代表人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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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3585 万元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销售：日用百货、

日用化学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服装、针纺织品、

文教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

品）、五金、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钢材、橡胶制品、观赏植

物（不含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初级农产品；仓储（不含危险

品）；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货物装卸;清洁服务（法律、

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代订报刊；家电维修;

货物运输代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体育用品批发及零售;（以下经营

范围仅限有资质的分支机构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实际控制人 商社集团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8年末，重客隆商贸资产总额为 48,006.91 万元，负

债总额为 54,969.94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6,963.03万元，

营业收入为 272,603.68万元，净利润为-3,958.66 万元。 

关联方关系介绍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持有重庆百货 45.05%的股权。

商社集团还持有商投集团 100%股权，商投集团持有重客隆商

贸 100%股权，重客隆商贸为公司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托管目标资产: 商投集团委托重庆百货对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进行经

营管理。  

目前，商社集团持有商投集团 100%股权。商投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客隆

商贸持有重客隆超市 94.66%股权，重客隆商贸和重客隆超市与公司形成同业竞

争（股权关系见下图）。为解决同业竞争，根据商社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公司将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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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管期限: 委托管理的期限为自受托方正式履行托管职责之日起至同业

竞争消除或目标资产划转、转让或注销之日止。 

3. 托管事项: 

重庆百货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根据《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受托管理重客隆商

贸 100%股权，重庆百货将作为股东代理人，行使股东权利。 

4.托管费用： 

委托管理费为 100万元/年。 

（二）定价原则 

托管费由双方充分协商、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商投集团与公司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协议主体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投集团”或“委托方”)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百货”) 

（二）目标资产 

委托方全权委托重庆百货对下述目标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经营管理权限第

（三）项约定的内容为限： 

目标资产：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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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重客隆商贸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重客隆商贸（元） 480,069,120.76 -69,630,248.96  

（三）委托管理的内容 

1. 重庆百货接受委托方的委托，根据本协议约定受托管理目标资产。重庆

百货将作为被托管的目标资产中的股东代理人，行使股东权利，主要包括： 

    行使股东决定权，有权决定受托管理目标公司的对外投资、财务核算方

式、组织架构的设置与调整、基本管理制度的制订与修订、人员的聘用与解聘

（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激励方案的制订与修订等。 

有权对受托管理目标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对资产（受托管理目标公司之股权除外）的购置与处置提出建议。 

2. 双方在此确认，目标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置权等仍由委托方保留，目

标资产的损益（含非经常性损益）由委托方自行承担或享有。因此，目标资产不

纳入重庆百货合并报表范围内。但基于本协议宗旨，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协

议双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置目标资产，不得在该等目标资产上为他

人设置任何权利。 

3. 委托方同意，如目标资产业务和所在行业情况发生变化，在法律允许的

前提下，委托方应本着支持重庆百货的原则，对目标资产的托管安排及时进行优

化和调整。 

（四）委托管理费及费用支付 

1. 双方同意，委托期限内，委托管理费按年度收取，每一委托管理年度的

委托管理费采取固定收费。具体为：托管年度委托管理费按 100 万元收取。（本

协议项下每一管理年度的起算时间为每年的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委托管理费每年支付一次（如委托管理时间不足完整自然年度的，按实

际委托管理时间月份数占自然年度 12 个月的比例计算，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

算），由商投集团于每个管理年度结束后的 3 个月内向重庆百货支付完毕。逾期

付款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违约金。 

（五）委托期限 

委托管理的期限为自受托方正式履行托管职责之日起至同业竞争消除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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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资产划转、转让或注销之日止。 

（六）委托协议的生效 

委托管理的期限为自受托方正式履行托管职责之日起至同业竞争消除或目

标资产划转、转让或注销之日止。本协议经重庆百货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七）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

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的关联交易，是解决公司与商社集团存在

同业竞争的有效方式，有助于双方提升经营协同效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 年 7 月 3 日，公司第六届八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

营管理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并签署〈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百货

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管理协议〉解决同业竞争的关联交易议案》。董事长何

谦先生、董事涂涌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5名非关联董事（含 3名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受托经营管理的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事

前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八十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

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尝试解决与商社

集团的同业竞争，提升公司超市事业部与重客隆经营协同效应。公司第六届八十

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本次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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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尝试

解决与商社集团的同业竞争，提升交易双方协同效应。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

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发生。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