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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6       股票简称：兰生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09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标的名称：杭州市国际会展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已预登记，以下简

称“杭州会展集团”） 

（2）投资金额：1,875万元人民币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特别风险提示：拟设立的杭州会展集团可能因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

因素影响，导致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经营情

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兰生股份”）“打造国

际知名、国内领先的会展企业集团”的经营宗旨，为进一步深化产融结合，实施

“会展中国”战略，公司近日与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商

旅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杭州会展集团，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

资1,875万元，持有其25%的股权。 

（二）本次投资金额占本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53%，已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已对参与投资设立杭州会展集团的交易对方（杭商旅集团）的基

本情况及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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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杭商旅集团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49-3号 5-8楼 

法定代表人：赵敏 

注册资本：9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8月 01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府的授权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其他无需报经审

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主要股东：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额为 8.1亿元，

持股比例 90%；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 0.9亿元，持股比例 10%。 

（三）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杭商旅集团现已形成以百货零售、宾馆餐饮为核心，食品加工、房地产销售、

文化旅游等业务多元化发展的经营格局。公司业务大量布局在浙江省杭州市，区

域商业氛围较好，近年来通过内生增长，公司主业不断做大做强。 

（四）杭商旅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五）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杭商旅集团 2020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020 年，集团合并报表实现营收 164.51 亿元（总额法，未经审计），同比

增长 22.63%；实现国有净利润 8.9亿元，增长 3.49%。集团全资和控参股企业实

现营收 393.84亿元，增长 9.1%；实现利润总额 27.46亿元，增长 2.79%。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杭州市国际会展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已预登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赵公堤 18号-9 

法定代表人：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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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5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体育运动）；演出经

纪；营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营；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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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会

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酒店管理；品牌管理；物业管理；广告

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体

育竞赛组织；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

代售西博会、休博会、展览会门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额及出资比例：杭商旅集团认缴出资 5,62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5%，

为控股股东，出资方式为以其持有的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杭州西博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和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的国有股权和知识

产权（113 枚会展业专用商标）评估出资，评估价格为 5,401.80 万元，差额部

分 223.20 万元以货币资金出资；兰生股份以货币资金认缴出资 1,875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25%。 

1、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739241523K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艮山西路 102号 B3077号 

法定代表人：沈杨根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5月 27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5月 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平面

设计；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茶具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

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体育赛事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

组织体育表演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中介代理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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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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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股东：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2.50%。 

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报表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6 月 30 日 

总资产 22,393,392.86 16,760,455.87 

负债 8,396,728.60 4,662,134.19 

所有者权益 13,996,664.26 12,098,321.68 

项目/报表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3,707,194.47 4,184,792.58  

利润总额 3,262,476.45 -2,712,238.84 

净利润 3,020,404.51 -2,712,238.84 

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525 号，

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月 30日，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800.00 万元。 

2、杭州西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689065591C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杭州市下城区长寿路 9号 204 室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05月 18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05月 18日至 2029 年 05月 17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

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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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会议

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品牌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专业设计服务；

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礼仪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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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票务代

理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 

杭州西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462.79 3,933.16 

负债总额 990.14 1,312.94 

净资产 472.65 2,620.21 

项     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502.92 1,706.46 

利润总额 342.11 330.69 

净利润 330.90 247.57 

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并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14-048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杭州西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360.00万元。 

3、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J2M623U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100 号耀江国际大厦 A座 8B 室 

法定代表人：李英 

注册资本：壹仟壹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 年 11月 10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11月 1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翻译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

服务；从事语言能力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服务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

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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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考察、商贸交流咨询及外事接待服务（含餐饮、住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是由原杭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办的

事业单位杭州市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改制而来，主要为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提供

服务、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咨询服务及外事接待服务。 

主要股东：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00%。 

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9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2.01 1,326.14 

负债总额 82.77 393.19 

净资产 1039.23 932.96 

项     目 2019 年度（未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49.95  81.85  

利润总额 54.28  -255.12  

净利润 54.28  -255.12  

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962号，

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月 30日，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为 861.89万元。 

4、会展业专属商标 

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20）沪第 1524 号，

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06 月 30 日列入评估范围的“西博会”、“休博会”系列

注册商标合计 113件的商标专用权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54.90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杭州市国际会展博览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合作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杭州市商贸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一）有关注册资本 

双方确认，杭州会展集团注册资本7,500万元。 

甲方共计认缴出资5,625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75%。其中甲方以持有的杭州

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杭州西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杭州国际交流服务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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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等3家企业的国有股权和知识产权（113枚会展业专用商标）评估出资，上

述资产经评估价格为5,401.80万元，剩余223.2万元甲方以货币资金出资；乙方

以货币资金方式认缴出资1,8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二）有关法人治理结构 

1、董事会成员为五人，其中甲方推荐3人，乙方推荐1人，职工代表1人。 

2、监事会成员为三人，其中甲方、乙方各推荐1人，职工代表1人。 

3、经营团队3-5人。乙方可以委派一人参与日常经营，其他人员由甲方委派，

并按法定程序确认。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经营团队的考核按甲方对系统

企业经营者考核制度执行。 

（三）关于红利分配 

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和分担。杭州会展集团每年的利润分配方案需根

据各股东上级国资委部门对红利分配的相关规定执行，最终由股东会审议确定。 

（四）关于员工持股 

为保证杭州会展集团的持续稳定发展，并确保管理团队的稳定，双方将积极

支持杭州会展集团开展员工持股计划。 

（五）有关股权退出 

若杭州会展集团经营团队在三年内发生根本性变动或杭州会展集团经营状

况未达到预期的，乙方有权退出对杭州会展集团的全部或部分投资，但需按国务

院国资委32号《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国资部门对产权转让

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杭商旅集团合资成立杭州会展集团有利于公司会展业务服务长

三角一体化，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同时，由于杭州是互联网产业基地，也是

第19届亚运会的主办城市，杭州的会展产业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期，投资设立

杭州会展集团能够助推地域协同发展，培育公司会展业务的发展新动能。杭州会

展集团管理团队年轻化、专业化，拥有较为丰富的会展产业操盘经验，尤其在部

分设计展、美食展、电子商务展等领域，能够与公司会展业务形成有效互补。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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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拟设立的杭州会展集团可能因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其在企

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存在经营情况未达预期的投资风

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