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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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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增加与京东关联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京东金

德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发

生购销商品行为，预计2021年不超过30,000万元。独立董事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冯轶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与京东

关联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武汉京东金德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京东

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发生购销商品行为，预计2021

年采购金额为不超过1,000万元。关联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原则。独立董事出具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2021

年4月2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1年度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7）。 

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与京东关联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武汉京东金德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

贸易有限公司等发生购销商品行为，预计2021年不超过30,000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纪信息”) 

成立时间: 2010 年 09月 01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闫小兵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 C 座 2 层 215 室 

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软件设计；委托生产电子产品、

照相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其辅助设备、家用电器；设备安装、维修（需行政许

可项目除外）；验光、配镜；仓储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不含中介）；组装计算机；

手机及移动通讯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与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摄影摄像服

务；设备、电子产品、车辆租赁；代收居民水电费；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健

康管理、健康咨询（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批发汽车、摩托车；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体育用

品、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避孕器具（避孕药除外）、

饲料、新鲜水果、蔬菜、家用电器、小礼品、收藏品（不含文物）、工艺美术品、

初级食用农产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陶瓷制品、

橡胶及塑料制品、花卉、装饰材料、通讯设备、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化肥、农

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农药）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零售、进出口及代

理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销售兽药；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销售Ⅲ类：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

剂（仅限不需冷链储运诊断试剂），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

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1日）；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

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含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奶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0 日）；工程设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3 年 07 月 04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兽药、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含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Ⅲ类：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

剂（仅限不需冷链储运诊断试剂），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

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工程设计、普通

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股权情况：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说明：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邦能”）

持有公司 5%股份，冯轶女士为京东邦能派驻公司董事。京东世纪信息为对本公

司持有 5.00%股权的股东江苏京东邦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方控制的

企业。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京东世纪信息的总资产为 7,337,973.85 万元，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24,998.19 万元，2021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

收入 12,963,318.79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929.5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京东世纪信息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2、武汉京东金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京东金德”） 

成立时间: 2015 年 06月 17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林琛 

注册地：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邱栗村、仓埠街东岳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文化用

品、乐器、照相器材、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化妆品及卫生用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品及针织

品、服装、鞋帽、箱、包、日用百货、五金、灯具、家具、金银珠宝首饰、医疗

用品及器械(限一类、二类)、食品、工艺礼品、玩具、汽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

件、五金工具、仪器仪表、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塑胶制品、饲料、花卉、建筑

材料(不含油漆)、装饰材料(不含油漆)、兽药、牲畜、农业机具、不再分装的袋

装种子、化肥批发兼零售；软件研发；农作物、蔬菜、园艺作物、果树和香料作

物种植、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计算机、家用电器、手机、照相机、

办公设备安装及维修服务；计算机、手机、家用电器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数

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会议展览服务，翻译服务（不含对外国企业机构提供外事服

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贸易代理；再生物资的回收与批发(不含危险废物、

不含铁路器材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回收)，电子产品租赁；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物业服务，物流代理服务，商务文印服务；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移动通讯终端设备的安装与维修；场地租赁、房屋租赁、车辆租赁；

设备、农产品、水产品、水果、禽蛋、鲜花销售；润滑油、润滑脂批发兼零售；

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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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情况：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说明：京东邦能持有公司 5%股份，冯轶女士为京东邦能派驻公司

董事。武汉京东金德为对本公司持有 5.00%股权的股东京东邦能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武汉京东金德的总资产为 98,179.63 万元，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61.89 万元，2021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

1,368,895.51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72.39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武汉京东金德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3、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京东世纪”） 

成立时间: 2011 年 02月 23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琛 

注册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高桥产业园台中大道特 1号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体育用品、

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家具、金银珠宝首饰、保健食品、建材（不含油漆）、

工艺礼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玩具、工量具、仪器仪表、陶瓷制品、卫生洁

具、塑胶制品、饲料、花卉、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通讯设备的销售；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软件的研发及设计；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装卸、搬运服务；普通货运；安装家用电器，维修家

用电器、手机、照相机；办公设备安装、维修；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翻译服务

（不含个人及涉外翻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兽药、宰割机、乳制品（含

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售；物业管理；农产品、水产品、水果的销售；计算

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策划、咨询服务；广告的设计、发布、代理，冲印服务；

设备安装检测与维修；佣金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车辆租赁，物流信息咨

询；网络平台的建设与推广；出版物、音像制品的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的批发

与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批发与零售；汽车销售；纸制品销售；票务代理；家

用电器、文体用品、乐器的销售；家政服务；净水器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汽车

检测、维修、保养；计算机生产；计算机配件生产；健康管理咨询；摩托车、机

动车零售及批发；（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机动

车及其配件的批发兼零售；观赏鱼、润滑油、润滑脂的批发兼零售。 

股权情况：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说明：京东邦能持有公司 5%股份，冯轶女士为京东邦能派驻公司

董事。武汉京东世纪为对本公司持有 5.00%股权的股东京东邦能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武汉京东世纪的总资产为 185,546.90 万元，净资

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4,615.72 万元，2021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

入 783,882.83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82.70 万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武汉京东世纪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4、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纪贸易”） 

成立时间: 2007 年 04月 20日 

注册资本：139798.5564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徐雷 

注册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 C座 2层 201 室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

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体育用品、百货、邮票、纺织品、服装、

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避孕器具（避孕药除外）、新鲜水果、蔬菜、食

盐、饲料、花卉、种子、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建筑材料、工艺礼品、钟表眼镜、

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机器人、仪器仪表、卫生洁具、陶瓷制品、橡胶及塑

料制品、摩托车、智能卡、化肥、农药、牲畜（不含北京地区）的批发、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零售、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生产；销售自产

产品；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软件开发、软件设计；机器人的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设备安装、维修；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电动自行车；摄影服务；仓储服务；会议服务；提供劳务

服务（劳务派遣、劳务合作除外）；经济信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

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培训；代收燃气费、水费、电费；火车票

代理；委托生产电子产品；委托生产照相器材；委托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委托生产家用电器；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经

营管理服务；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货运代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

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批发、零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

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申请手续）；批发兽药；道路货物运输；机器人生产与组装；拍卖（不含文物）；

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批发兽药、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道路货物运输、拍卖（不含文物）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情况：京东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关联关系说明：京东邦能持有公司 5%股份，冯轶女士为京东邦能派驻公司

董事。京东世纪贸易为对本公司持有 5.00%股权的股东京东邦能最终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京东世纪贸易的总资产为 23,659,995.64 万元，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1,380,466.35 万元，2021 年上半年主营业

务收入 32,498,777.69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03,520.5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履约能力分析：京东世纪贸易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与京东关联方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武汉京东金德贸易有限公司、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

贸易有限公司等发生购销商品行为，预计2021年不超过30,000万元。关联定价原

则：遵循市场原则。 

 

四、2021年上半年京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已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京东及其关联方与

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请参阅登

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有关年度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2021年上半

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京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以年审会计师审计为准）：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上半年发生额（万元） 

湖南星普电器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1,726.57 

广西星普电器有限公司 提供服务 616.16 

武汉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京东

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6,721.55 

长沙七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1.18 

合计 9,065.46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

提升公司产品和服务品质，提高公司效益和制造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行业地位

和市场份额，推升公司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情况，认为

本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和其

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

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预计增加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交易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

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行为和情况，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

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上

述交易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