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为持续做大做强快递核心主业，保障公司网络稳定、巩固市场份额，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达股份”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需与

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杭

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合理、必要

的关联交易。目前，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2021年度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预计不超过21,103.27万元。 

（2）公司于2021年7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聂腾云、陈立英、聂樟清已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3）鉴于2021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21,103.27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7%，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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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租

赁情况 

 

上海启思实业

有限公司 
承租房屋 市场定价 648.83 338.68 641.44 

上海韵达运乾

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 

承租房屋 市场定价 60.08 15.02 - 

上海韵达运乾

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 

出租房屋、设备 市场定价 1,212.45 579.99 729.38 

小计 
  

1,921.36 933.69 1,370.82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情况 

 

上海韵达运乾

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 

采购汽运服务 市场定价 338.91 154.05 385.21 

杭州米勒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会务服务 市场定价 68.12 31.44 127.91 

上海沱沱河供

应链有限公司 

采购快递综合

服务 
市场定价 279.90 237.20 455.35 

小计 
  

686.93 422.69 968.47 

出售商

品/提

供劳务

情况 

上海韵达运乾

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含控股

子公司） 

销售电商平台

产品、提供餐饮

服务、提供技术

咨询、提供快递

综合服务、提供

汽运服务、提供

商标使用权 

市场定价 15,031.48 1,887.34 826.20 

上海沱沱河供

应链有限公司 

提供快递综合

服务和出售快

递物料 

市场定价 3,463.50 2,935.17 3,061.15 

小计 

  

18,494.98 4,822.51 3,887.35 

注：因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数量众多，难以罗列披露全部关联人的信息，因此，

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为合并口径，包含其控股子公司。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未在 2020 年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额为 6,248.93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需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标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美香 

注册资本：9,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展览展示

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自有房屋租赁，货

物运输代理，销售办公用品，计算机维修，园林绿化工程。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13 幢四层 E区 405 室 

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6,341.08 万元，净资产为 4,840.84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647.62

万元，净利润为-95.81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聂腾云、陈立英夫妇间接持有上海启思实业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上海启思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立英 

注册资本：66,526.315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物流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化学品），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搬运

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机电设备安

装及维修，机电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销售机电设备。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五厍浜路 201 号 13 幢二层 F区 286 室 

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155,029.44 万元，净资产为 74,641.11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35,450.42 万元，净利润为-6,694.7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联席董事长陈立英女士担任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因此，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上海韵达运乾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杭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美香 

注册资本：4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旅游开发；旅游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承办会展；会务接待；销售：酒店用品、日用百货、装饰材料、工艺美术

品；种植：蔬菜、果树；马术、垂钓、射箭、山地车、轮滑、乒乓球（经营场地

另设）；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县城大奇山路 1088 号巴比松度假庄园 11 幢 

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杭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423.31 万元，净资产为-585.34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91.20 万元，

净利润为-208.76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聂腾云、陈立英夫妇间接持有杭州米勒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因此，杭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杭州米勒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治民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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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搬运装卸；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农副产

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包装服务。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新农浦银路 438 号 2 幢 264A 

财务数据：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417.98 万元，净资产为 154.83 万元，2021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3,171.40 万

元，净利润为-16.02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公司联席董事长陈立英

女士的近亲属。因此，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上海沱沱河供应链有限公司产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稳健，以往支付能力良好，具有较好的

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1）公司向关联方承租房屋

/出租房屋设备；（2）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3）公司向关联方出

售商品/提供劳务。 

2、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上述关联交易均系依据市场化、双方自愿、

公开、公平之原则开展，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付款周期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

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重大

影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持续做大做强快递核心主业，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本着市场化原则开展业务

合作、发生合理必要的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公司网络稳定、巩固市场份额，上

述关联交易均系依据市场化、双方自愿、公开、公平之原则开展，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总体业

务中占比均较小，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

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



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及经营实际需要，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其定价依据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和全体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

司及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快递业务模式特点，当前公司与部分关联方持续开展业务合作，有

利于持续稳定公司网络、保障公司网络稳定、巩固公司市场份额，属于公司正常

经营发展的需要，预计金额是客观、必要的，公司与各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

易严格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化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公平条件进

行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