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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股票代码：000585             A股股票简称：*ST东电             公告编号：2021-04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提升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酒店业务发展注入新活力，东北电

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电气”、“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海南

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唐酒店”）与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长江”）、长春名门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名门”）、吉林省

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旅集团”）（以下合称“三家公司”）签署房

屋租赁合同，租赁场地用于开展酒店业务，租赁期限：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租金合计约3,522.12万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东北电气与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均属海南省慈航公益基

金会控制下的关联方，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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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交

易时，关联董事祝捷、王永凡、包宗保已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苏伟国、郭潜力、

李国庆和独立董事方光荣、王宏宇、李正宁表决通过。 

该事项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整体形势平稳向好，酒店餐饮

住宿需求稳健恢复。本次逸唐酒店向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租赁场地开展酒店业务，有

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为公司酒店业务发展注入新活力，有利于实现全

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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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㈠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提升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酒店业务发展注入新活力，东北电气子公司逸唐酒

店与大连长江、长春名门、吉旅集团三家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场地用于开展

酒店业务，租赁期限：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租金合计约3,522.12万元。 

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东北电气与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均属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控制下的关联方，

构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㈢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协议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1年7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及《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祝捷、王

永凡、包宗保已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苏伟国、郭潜力、李国庆和独立董事方光荣、

王宏宇、李正宁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

程》及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须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㈠ 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东北电气与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均属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控制下的关联方，

构成关联关系。 

㈡ 关联人基本情况 

1、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604869639H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光 

经营范围：建筑出租、出售写字间、公寓；物业管理；国内一般贸易；（以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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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经营）：经营客房、餐饮、娱乐、游泳池、健身、洗涤服务、小卖店和停车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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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股东及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南国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2,000 51.12 

2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44.44 

3 大连海航长江置业有限公司 8,000 4.44 

合  计 180,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2日，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23号，主要从事经营客房、餐饮等业务。 

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83,129.74万元，净资产84,064.13万元，营业收

入3,854.77万元，净利润-2,977.04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总资产178,831.98万元，净资产83,552.97万元，营业收入

1,245.59万元，净利润-510.85万元。 

2、长春名门饭店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春名门饭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605944047W 

注册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4501号 

法定代表人：马丽 

经营范围：客房、餐饮、附设商场及旅游服务、会议服务、场地出租、洗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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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9,000万元 

股东及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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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0 100.00 

合  计  9,000 100.00 

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长春名门饭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2月18日，坐落于长春市中心人民大街4501

号，主要经营客房、餐饮、会议服务等业务。 

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12,335.17万元，净资产8,201.11万元，营业收入

1,729.96万元，净利润-678.00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总资产12,163.32万元，净资产7,829.54万元，营业收入

347.14万元，净利润-371.57万元。 

3、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7295866401 

注册地址：长春市新民大街1296号 

法定代表人：张忠仁 

经营范围：餐饮；住宿；会议服务、展会服务；代售车、船、机票；旅游汽车服

务；游泳、沐浴、美发场所、咖啡厅、商场（由场地合法且具有经营资质许可的分支

机构经营）；翻译导游、旅游咨询服务；酒店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经营）；

写字间租赁；物业服务及受托代收物业费；日用百货、服装批发、零售；食品销售；

停车场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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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股东及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5,400 42.33 

2 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  24,600  41.00 

3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16.67 

合  计 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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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吉林省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8日，主要经营入境旅游、出境

旅游、国内旅游、酒店管理等业务。2001年9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准，对原直属省旅

游局的酒店、旅行社、旅游汽车公司、旅游服务公司等7家国有旅游企业进行整合组

建吉林省旅游集团。 

财务状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364,279.90万元，净资产-48,300.73万元、营业收

入5,129.08万元，净利润-2,432.81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总资产363,869.43万元，净资产-49,405.25万元、营业收

入987.07万元，净利润-1,104.52万元。 

㈢ 其他情况说明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等查询，截至本公告日，

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根据周边市场价格，结合各出租方物业情况，经友好协商，本次租赁标的基本情

况及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如下： 

公司简称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均价 

（元/天/平

方米） 

租期 

租期 

金额小计 

（万元） 

定价依据 

1、大连长江 39,365.29 0.66 

2021年 9月 1

日-2022年

12月 31日 

1,266.67 

区域周边市场价格为

0.5-1.5 元/天/平方

米，结合出租方物业情

况。 

2、长春名门 18,718.97 0.52 473.71 

区域周边市场价格为

0.5-1.5 元/天/平方

米，结合出租方物业情

况。 

3、吉

旅 集

团 

长 白山

宾馆 
37,004.04 0.52 936.45 

区域周边市场价格为

0.5-1.5 元/天/平方

米，结合出租方物业情

况。 

紫 荆花

饭店 
33,401.97 0.52 845.29 

区域周边市场价格为

0.5-1.5 元/天/平方

米，结合出租方物业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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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522.12 \ 

备注：租赁面积按具有可比性的经营面积列示。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大连长江、长春名门、吉旅集团。 

（备注：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分别作为甲方，各自与乙方签订租赁合同） 

乙方（承租方）：逸唐酒店 

㈠ 出租房屋情况 

甲方 出租房屋位置 租赁面积（平方米） 

1、大连长江 大连市中山区长江路 123号 39,365.29 

2、长春名门 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4501号 18,718.97 

3、吉旅集团 
长白山宾馆 长春市朝阳区新民大街 1448 号 37,004.04 

紫荆花饭店 长春市南关区人民大街 5688号 33,401.97 

㈡ 租赁用途 

甲乙双方同意，租赁该房屋作为酒店及酒店相关配套经营使用，并遵守国家和房

屋所在地有关房屋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㈢ 租赁期限 

经甲、乙双方协商，本合同租赁期间为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在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如需继续租赁，在乙方按合规管理要求履行其审议程序获

批同意后，经甲、乙双方协商均同意后合同续签2年。续签期间的租金定价经双方协

商后确定。 

㈣ 租金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约定，按下表的金额支付租金。 

甲方 月租金（万元） 年租金（万元） 

1、大连长江 79.17 950.00 

2、长春名门 29.61 355.29 

3、吉旅集团 
长白山宾馆 58.53 702.34 

紫荆花饭店 52.83 633.97 

租金按月度支付，乙方应于每月15日前向甲方支付本月度租金。 

租赁期间内发生的水、电、煤、热能、通讯等与酒店经营相关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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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需保证乙方上述能源等的正常使用。 

㈤ 场地维修和返还 

租赁期间，甲方保证出租房屋及设施完好处于正常的可使用和安全的状态。 

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出租房屋。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确需对出租房屋所在大楼进行改建或扩建的，应事先征

得乙方书面同意，并以不影响乙方正常营业为前提；如乙方需对承租范围内的所有建

筑物进行改造和扩建的，应以书面形式提前向甲方提出申请，不得擅自进行施工改造。 

乙方返还房屋应符合正常使用的状态，其间乙方所做的装修无需复原，返还时，

应经甲方验收认可，并相互结清各自承担的费用。乙方装修所添置的可以分离的设施、

设备和器具等，乙方有自由处置权。 

㈥ 转租、转让、交换和抵押 

租赁期间，乙方因经营需要出租或转租部分场所，应提前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租赁期间，甲方如需抵押该场地，应当至少提前30日书面告知乙方，并保证抵押

权人认可本租赁合同内容,不影响乙方的承租权。 

租赁期间，甲方如需出售处置该场地，应至少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乙方在同等

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㈦ 解除本合同的条件 

1、甲乙双方同意在租赁期内，因不可抗力即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

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和战争、罢工、骚乱等社会原因，特别

是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的变化导致房屋毁损、灭失的，双方互

不承担责任。      

2、甲方应本着诚信公平地原则如实告知甲方已知或应知的该房屋拆迁、征用信

息，如政府部门对该房屋有征用、拆迁意向时，则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如因甲方未

能及时告知导致乙方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3、甲、乙双方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合同。

违反合同的一方，视影响程度应向另一方按月租金的 1-2 倍支付违约金。 

3.1、甲方按时未缴纳本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由甲方缴付的费用，严重影响乙方

经营使用的； 

3.2、因乙方原因造成房屋主体结构损坏无法修复的； 

3.3、乙方未按照约定擅自整体转租房屋、转让该房屋全部承租权且其转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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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挽回的； 

3.4、乙方每次迟延支付租金，当甲方每次向乙方发出书面催款通知二次后，乙

方自第二次收到该催款通知超过60天仍未付款的。 

4、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终止本合同，甲方有权提前60日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合同。 

㈧ 违约责任 

因甲方产权纠纷及债务纠纷等情况的，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应负责全额赔偿(包

括装修改造、酒店用品购置、设备购置及配套设施、经营损失等所有费用)，如造成

乙方无法经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承担相当于本合同当年租金标准12 

个月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补偿乙方损失的，还应赔偿损失与违约金的差额。 

甲方不及时履行本合同约定的维修、养护责任，致使房屋损坏，造成乙方财产损

失或人身伤害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乙方需按拖欠租金的 0.05% 支付违约金。 

㈨ 其他条款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成立并自乙方母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

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整体形势平稳向好，酒店餐饮住宿需求稳健恢复。本次逸唐

酒店向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租赁场地开展酒店业务，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有利于为公司酒店业务发展注入新活力，有利于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北电气及附属公司与大连长江等三家公司（包含

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491.63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㈠ 经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资料，认为资料详实充分，有助于

董事会作出理性科学的决策，同意将本次全资子公司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与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签署租赁合同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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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和协商一致的原则，租金定价参照周边市场价格，符合

租赁物业情况，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㈢ 本次交易是基于为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董

事会对本次交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㈣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H股上市规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

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㈤ 同意海南逸唐飞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向大连长江广场等三家公司签署租赁

合同所进行的本次交易，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档 

㈠ 董事会决议； 

㈡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㈢ 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