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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1         证券简称：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2021-30号 

债券代码：127003         债券简称：海印转债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

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

双方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

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5月

28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移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广州移动在自愿、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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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签订本战略协议。 

 同日，为进一步落实双方合作内容，推动合作进程，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又一城”）与广州

移动签署《合作协议》。 

2、本次签订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18652334F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斌 

营业期限： 2006-03-14 至 2048-01-12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 

广州移动是中国三大通信服务供应商之一“中国移动”的分公司。

中国移动是全球网络和客户规模最大、盈利能力领先、市值排名位居

前列的世界级电信运营商。因此，公司认为广州移动综合实力雄厚，

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 

说明：公司与广州移动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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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战略合作协议》 

甲方：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合作内容 

（1）双方携手共建 5G 数字商场 

① 乙方为甲方开展 5G 大数据服务的指定办公场所和商业商场

提供 5G 网络覆盖。 

② 通过移动 5G 平台与“海印生活”平台对接，对“海印生活”会

员实现精准推送，后续通过不断完善数据分析能力逐步提升推送精准

度，为商场客户提供优质体验。 

③ 基于5G 覆盖，在海印又一城建设智慧停车场试点，与“海印

生活”平台进行相关对接，为“海印生活”会员提供线上车位预约、辅

助自动泊车、自动离场及智慧管理等功能。 

④ 通过 5G 辅助功能，满足商场 AR 系统，并与“海印生活”平

台对接，通过“海印生活”作为入口，支撑商场开展各类线下推广活动、

电子招牌、智慧导航等业务。 

⑤ 依托乙方 5G 专网大速率、超低时延、精确定位的特性，甲

乙双方共同以海印又一城、海印都荟城作为试点，打造“海印生活”

智慧平台，提升商场服务质量，达成战略合作意识。 

2、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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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甲方充分发挥甲方自身平台与渠道优势，结合商场的实际需

求，指导乙方开展项目研究、解决方案设计和相关产品研发等工作，

为乙方提供支持。 

②甲方不定期组织联合项目协调会，强化联合项目推广与执行的

组织管理，根据乙方产品的特点，积极配合乙方开展 5G+移动互联+

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推广工作，及时反馈应用成效及存在问题，提

出改进建议。 

（2）乙方的权利义务 

①乙方同意充分发挥乙方基础通信网络、物联网及大数据服务等

资源，为联合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支撑。 

②乙方利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的资源和优势，结合甲方业务需

求，积极开展相应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并根据甲方应用反馈情况积极

改进和完善新产品。 

③乙方积极参与甲方组织的项目协调会，同意与甲方共同做好项

目的组织管理，同时为项目的组织实施提供实施中必要的政策、应用

环境及技术支撑。 

3、信息安全及保密措施 

（1）双方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确保共享信息在传输、存储

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敏感信息应当加密存储。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

加强授权管理和安全管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个人隐私信息不

被泄露。 

（2）双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合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相关资料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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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及非公开信息的，双方承诺保密。保

密义务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4、免责条款 

如本协议条款因与国家重大政策相违背而必须终止或变更、或因

其它不可抗力导致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时，双

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协议方需在五个

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三十日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在不可抗力

影响消除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均存在履约能力时，应当继续履行

协议；否则，双方应协商解决方案。 

5、本协议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届满后是否继续

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 

 （二）《合作协议》 

甲方：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合作内容 

（1）乙方为甲方建设 5G 数字商场 

① 乙方结合自身网络规划，根据甲方需求为甲方所在商场建设

全覆盖、高质量的移动 5G 信号，为广大经营户和客商提供高速、便

捷的网络服务。 

②乙方充分利用 5G 平台及大数据优势，结合甲方“海印生活”自

有系统数据和人流数据，深入推进“海印生活”平台对现有会员数据信

息的开发与利用，如为“海印生活”平台会员提供 5G 信息精准推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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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③基于5G 覆盖，在乙方所在商场建设智慧停车场试点，与“海印

生活”平台进行对接，为“海印生活”会员提供乙方所在商场的车位线

上预约、场内外自动驾驶对接，场内辅助自动泊车、自动离场及智慧

管理功能。 

④ 充分发挥乙方 5G、物联网等技术优势，双方共同推进商场服

务管理工作。通过 5G 辅助功能，支撑商场 AR 系统，并与“海印生活”

平台对接，通过“海印生活”作为入口，支撑商场开展各类线下推广活

动、电子招牌、智慧导航等业务。 

2、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① 甲方充分发挥甲方自身平台与渠道优势，结合商场的实际需

求，指导乙方开展项目研究、解决方案设计和相关产品研发等工作，

为乙方提供支持。 

② 甲方不定期组织联合项目协调会，强化联合项目推广与执行

的组织管理，根据乙方产品的特点，积极配合乙方开展 5G+移动互联

+大数据+云计算等应用推广工作，及时反馈应用成效及存在问题，提

出改进建议。 

（2）乙方的权利义务 

① 乙方同意充分发挥乙方基础通信网络、物联网及大数据服务

等资源，为联合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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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乙方利用技术研发、产品生产的资源和优势，结合甲方业务

需求，积极开展相应移动通信技术研究，并根据甲方应用反馈情况积

极改进和完善新产品。 

③ 乙方积极参与甲方组织的项目协调会，同意与甲方共同做好

项目的组织管理，同时为项目的组织实施提供实施中必要的政策、应

用环境及技术支撑。 

3、信息安全及保密措施 

（1）双方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确保共享信息在传输、存储

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敏感信息应当加密存储。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

加强授权管理和安全管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个人隐私信息不

被泄露。 

（2）双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合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相关资料涉及

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及非公开信息的，双方承诺保密。保

密义务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仍然有效。 

4、免责条款 

如本协议条款因与国家重大政策相违背而必须终止或变更、或因

其它不可抗力导致双方或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时，双

方相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协议方需在五个

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三十日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在不可抗力

影响消除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均存在履约能力时，应当继续履行

协议；否则，双方应协商解决方案。 

 5、本协议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届满后是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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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由双方另行协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印生活”是公司自主构建的以会员服务与积分体系为核心的

线上平台。公司与广州移动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并以公司海印又一城、

海印都荟城展开项目试点工作，将有利于公司通过合作方的技术拓宽

和优化“海印生活”平台应用场景，推进公司大数据平台、会员体系等

方面的建设，实现公司对消费者的精准营销，促进公司新技术与传统

商业的深度融合，继而增值物业资产。 

公司本次与广州移动合作的内容不涉及新业务或新领域。协议为

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会对公司2021年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 

 1、2020年4月9日，公司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

框架协议》和《合作协议》。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披露的

《关于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和<合作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号）。 

2、2020年4月22日，公司与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详情参考公司于

2020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与清控科创（广州）实业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友利科技园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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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号）。 

3、2020年5月27日，公司与广东进出口商会签署《外贸战略合作

协议》。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与广东进出口

商会签署<外贸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3号）。 

4、2020年9月10日，公司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详情参考公司于

2020年9月11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广州海印又一城商务有限公司与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70号）。 

5、2020年12月14日，公司与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教

育合作投资框架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详情参考公司于2020

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与江西东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教育合

作投资框架协议>及子公司签署<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96号） 

上述合同均在履行中，与预期不存在差异。 

（二）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截至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六、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

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确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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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合作项目中的具体事宜将以双方商谈确定的协议为准。公司将根据

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广州移动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海印又一城与广州移动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