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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8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2021-015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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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

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

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2021年 4月 8日，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前审议了该项议案相关资料，出具了事前

认可函，并对该议案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 2020 年度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下称“中远

海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

其定价公允、合理，且遵循了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

持续经营，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 2021 年度与中远海集团之间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

符合市场规律，不存在向关联股东输送利益及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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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3. 2021年 4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0 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且

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二)2020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2020 年 5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的议案》，确定公司 2020年度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89,739万元。2020年 8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确定调整公司 2020 年度与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20,000万元。 

经统计，公司 2020 年度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金额 82,705万元，控制在预算额度内。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数预计

金额（万元） 

2020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原材料、

动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18,000 11,183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

动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16,000 2,638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82,800 67,90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000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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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控股子公司 

关联出租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200 69 

关联承租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 - 

合计 120,000 82,705 

 

(三)2021年度与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度与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将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总金额预计为

120,000万元，主要是预计公司与中远海的油品购销业务、港口装卸作业业务开

展较多。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原材料、动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18,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原材料、动力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16,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82,8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3,000  

关联出租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200  

关联承租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 
-    

合计 12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持有公司股东中

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100%的股权，持有中国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团”）100%的股权，中海集团间接控股本公司另一

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海码头”），中远集团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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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码头分别持有公司 3.94%和 3.98%的股份，中远海运集团作为中远集团、中

海集团的唯一股东，其间接持有本公司 7.92%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及

其控制的企业视为本公司关联方，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一）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集团成立于 2016 年 02 月 05 日，注册资本为 1,100,000 万元，国

务院出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628号。

经营范围：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

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

危险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 

（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主要关联企业 

1.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3年 4月 28日，注册资本为 153,657万元，注册地为上海

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58号 7层。主营业务：国际船舶集装箱运输、国内沿海及内

河内贸集装箱运输，国际海运，国内沿海、长江水系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集

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内地各对外开放港口至香港、澳门的船舶运输业务，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咨询，台湾海峡两岸间海上直航集

装箱班轮货物运输，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

国内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汽车销售，销售汽车配件，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润滑油。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 

2.广州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2 月 1 日，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黄

埔区荔香路 10号 1505、1602房。主营业务：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运

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

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联合运输代理服务;水上救助服务;向游客提供旅

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船舶人员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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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货物打包服务。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 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3.广州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1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1,400 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

越秀区沿江东路 408 号 4楼 A、B室。主营业务：货物检验代理服务;国际货运代

理;联合运输代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报关代理服务;房屋租赁;国内水

运船舶代理;国际海运船舶代理。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

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10.1.3第（四）

项的规定。 

4. 中国船舶燃料广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84年 3月 19日，注册资本为 8,500万元，注册地为广州市

黄埔区黄埔港前路 509号。主营业务：港澳航线货物运输;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

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

危险化学品储存;成品油（柴油）零售（仅限分支机构）;船舶补给供应服务;内

贸液货危险品运输;港口危险货物作业;成品油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部门核

发许可证或批文为准）;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燃料油

销售（不含成品油）;润滑油零售;润滑油批发;石油制品批发（成品油、危险化

学品除外）;燃气经营（不设储存、运输，不面向终端用户）。该公司为中远海运

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 

5.中石化中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8年 9月 7日，注册资本为 87,666万元，注册地为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才汇街 4 号。主营业务：消防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燃料油销售（不含成品油）;沥青及其制品销售;润滑

油批发;钢材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五金产品批发;金属制品批

发;仪器仪表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劳动防护用品

批发;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装卸搬运;打包、装卸、运输全套

服务代理;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海上

船舶溢油清除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检测服务;水上运输设备批发;

应急救援器材修理;专用设备销售;烟草制品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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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收与批发;成品油批发（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部门核发许可证或批文为准）;

成品油（柴油）零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酒类批发;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

地、浮筒等设施;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

堆存、及装拆箱等简单加工处理服务;船舶补给供应服务;船舶污染物接收、围油

栏供应服务;收集、贮存、处理（港口、船舶）含油废水;预包装食品批发;化工

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

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 

6.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2月 8日，注册资本为 212,665万元，注册地为广州

市保税区东江大道２８２号康胜大厦。主营业务：国际船舶代理;水上运输设备

租赁服务;水上运输设备批发;金属船舶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船舶修理;装卸搬

运;海洋工程建筑;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工程环保设施施工;工程围栏装卸施工;土

石方工程服务;工程排水施工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

储、危险品仓储）;通讯设备修理;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物业管理;汽车租赁;律师及相关法律服务;广告业;海运及海运辅助业人

员培训;室内装饰、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

理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房地产咨询、中介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单位

后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厨房、

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文具用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贸易代理;纺织品及

针织品零售;厨房用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零售;沿海货物运输;

远洋货物运输;职业中介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人才中介服务;境外就业中介服务;

国际船舶管理;专业停车场服务;酒店住宿服务（旅业）;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

酒类批发;非酒精饮料及茶叶零售;酒类零售;烟草制品零售。该公司为中远海运

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 

7.东方国际集装箱（广州）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2006年 1月 17日，注册资本为 2,142万美元，注册地为广州

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红安路 2号。主营业务：金属结构制造;钢结构制造;钢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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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部件制造;集装箱制造;金属日用杂品制造;金属压力容器制造;集装箱维修;金

属制品批发。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10.1.3第（四）项的规定。 

8. 珠海中燃石油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6 月 12 日，注册资本为 15,725 万元，注册地为

珠海市万山区桂山岛二湾三湾油库综合办公楼。主营业务：石油制品（不含成品

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柴油的批发；

船舶淡水及物资供应（不含许可经营项目）；其他商业批发、零售（不含许可经

营项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运代理；港

口经营。该公司为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10.1.3 第（四）项的规定。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为：1.有政府规定价格的，依据该价格

确定；2.无政府定价的，按照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标准确定；3.若无适用的市

场价格标准，则在成本加税费的核算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公司将按各项业务发生情况签署相关的关联

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生，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及

生产效率的提高，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

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4.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5.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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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