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21-073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智联”或“公司”）控股子公司
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物流”）与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港集团”）、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
通集团”）、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蛟龙”）、
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度”）、浙江省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场集团”）、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阿里”）签订了《关于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各方合
资设立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共同推动打造“四港”
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并组建平台实体运营公司。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其中海港集团出资 29,000 万元，占比 58%，交通集团出资 5,000
万元，占比 10%，传化物流出资 4,000 万元，占比 8%，圆通蛟龙出资 4,000 万
元，占比 8%，百度出资 4,000 万元，占比 8%，机场集团出资 2,000 万元，占比
4%，阿里出资 2,000 万元，占比 4%，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规定，此项交易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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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主体介绍
1、公司名称：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560589212Y
成立时间：2010 年 9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82,754.858738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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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北村
法定代表人：陈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报检
业务；无船承运业务；智慧物流领域内、计算机领域内、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管理、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服务；货物装卸
及搬运服务；仓库租赁及仓储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市场营销策划；企业投
资管理（除证券、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外），企业管理咨询；公路港物流基地及
其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开发；销售：仓储软件、仓储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智
能仓储运输系统、燃料油、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汽车及其配件、轮胎、机油、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
橡胶制品、纺织原料及辅料、服装、纸制品、纸浆、木制品、机械配件、皮革制
品、电线电缆、通讯设备、节能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机械设备及汽车租
赁（除金融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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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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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报关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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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传化物流 94.1591%股权，传化物流为公司控股子公
司。
2、公司名称：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307662068B
成立时间：2014 年 07 月 30 日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临城街道定沈路 619 号舟山港航国际大厦 A 座 34 层 3407
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毛剑宏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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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海洋资源开发与利用，海洋产业投资，涉海涉港资源管理及资
本运作，港口的投资、建设与运营，航运服务，大宗商品的储备、交易和加工（不
含危险化学品），海洋工程建设，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0.84%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7.59%

温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66%

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49%

义乌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2.37%

嘉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50%

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55%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名称：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4530895W
成立时间：2001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3,16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 303 号
法定代表人：俞志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修理，住宿，卷烟、雪茄烟、
音像制品、书刊的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中式餐供应。 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经营、维护及收费，交通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及物流服务，实业投资，
培训服务，交通工程的施工，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清洗，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花木、文化用品的
销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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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0%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公司名称：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743036709
成立时间：2005 年 04 月 19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 弄 18 号 1 幢 6 层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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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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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投资；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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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喻会蛟

51.00%

张小娟

49.00%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公司名称：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6MA6T2X654G
成立时间：2017 年 05 月 09 日
注册资本：1,18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安居小区西侧三楼 18-5 号
法定代表人：陆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房地产和担保业务）。(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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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
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公司名称：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683517554
成立时间：2013 年 0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机场内
法定代表人：王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机场建设投资，机场航空及其辅助设施的投资，实业投资，机场
运行管理服务，资产管理，航空运输地面服务及相关延伸服务，机场配套服务，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房屋、设备租赁，旅游服务（不含旅行社），信息咨
询服务，临空经济投资开发与运营，通用航空运营与产业开发，航空投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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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1.7710%

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2.3210%

温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1.5300%

舟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3780%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公司名称：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6105852F
成立时间：1999 年 09 月 09 日
注册资本：1,072,526 万美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 6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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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戴珊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设计、制作、加工计算机网
络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翻译，成年人的
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许可证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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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关系如下：
名称

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

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

35.7470%

Alibaba.com China Limited

6.6583%

上述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己方：浙江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庚方：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四港”联动发展“七个一”中“打造一个综合服务大数据交换平台、
推进一批示范项目”的工作要求，共同推动打造“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
并组建平台实体运营公司，同时推进一批合资合作示范项目落地。各方通过合资
设立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合资公司的股东。合资公司各股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通过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协议。
（一）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1 合资公司的名称为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经
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法定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益乐路 223 号 1 幢 5 层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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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邮政编码：310013，法定代表人：滕亚辉，职务：董事长
1.2 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
合资公司承担责任，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各方按其出资额
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承担风险和亏损。
1.3 合资公司生产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
数据平台；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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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
货运）；水路普通货物运输；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运输；保税仓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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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1.4 合资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是：开发、运营“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及
相关业务；投资“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相关产品、服务，以项目形式设立
项目合资公司并开展实体业务的开发与运营。
1.5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人民币。
1.6 各方出资如下：
持有注册资本出资额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式

海港集团

以现金方式出资

29000

58%

交通集团

以现金方式出资

5000

10%

传化物流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0

8%

圆通蛟龙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0

8%

百度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0

8%

机场集团

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4%

阿里

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4%

50000

100.00%

（人民币/万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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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比例

1.7 除非股东会另有决定，否则各方应当各自按照下列计划缴付对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的出资：
首期出资：每一方应当于合资公司成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缴付其认缴出资
额的 30%；
后续出资：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每一股东应当缴付其认缴出资额的
20%，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每一股东应当实缴完毕其全部认缴出资额。
（二）优先认购权
在合资公司向其他个人或实体（“其他潜在增资方”）提出或自其他潜在增资
方收到任何数量的增资要约时，各股东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认购一定比例的新
增注册资本，该比例应为其届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比例（“优先认购份额”）。
各股东行使前述优先购买权的价格、条款和条件应与其他潜在增资方相同或实质
相同。如各股东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其放弃部分或全部优先认购权的，则其他潜
在增资方有权认购其放弃部分。
尽管有上述约定，若合资公司为引进战略投资者而以股权融资方式实施定向
增资或经董事会和股东适当批准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之目的而新增的注册资本，
各方放弃优先认购权。
（三）股权转让
3.1 合资公司的股权可以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进行转让。转让后由合资公
司将受让人的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3.2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时，须经股东会一致同
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
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
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一方股东对外转让股权而另外几家股东同
时要求受让的,另外几家股东按照转让时各方持有公司股权的相对比例受让。
3.3 无论本协议是否有任何相反规定，各方同意：
任何一方向其关联方进行转让时，其他方应予以同意，并放弃其享有的优先
购买权，并配合办理该等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
任何一方不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转
让给直接或间接与公司或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竞争的第三方或该第三方
的关联方（合称“竞争方”）。竞争方的名单（包括其后续更新，如有）由甲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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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书面方式提供且经各方确认并同意后执行。为本协议之目的，“主营业务”
系指互联网平台服务；物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仓储服
务，海外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
普通货物（无车承运），水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无船承运，限集装箱业务）；
报关业务。
为本协议之目的：（A）“关联方”是指，就任何特定的主体而言，直接地
或通过一家或多家中间机构间接地控制该特定主体、受控于该特定主体，或与该
特定主体共同受控于他人的任何其他主体；（B）“控制”，包括“受控于”和
“共同受控于”，就某一主体而言，指一人(或一致行动的多人)，不论通过拥有
具有表决权的证券、合同还是其他方式，拥有直接或间接对该主体的管理及政策
作出指示或责成他人作出指示的权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具有下述情形的均应
认为构成“控制”：(i) 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主体超过 50%的表决权或者权益；(ii)
能够通过直接或者间接方式决定该主体的董事会或者类似的决策机构超过半数
成员的任免；或 (iii) 能够通过协议或者其他安排实际控制该主体的财务及经营
决策。
（四）合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4.1 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依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
4.2 合资公司应按照《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国资委党委转发<中共中
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党章
的通知>的通知》（浙组〔2017〕21 号）要求，由甲方牵头组建公司党组织。对
股东方提出的董事会议案，在党组织会先议讨论研究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
议案提出方的董事或监事列席会议。
4.3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7 名，乙方、
丙方、丁方、戊方分别提名 1 名、1 名、1 名、1 名董事。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其他方和合资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宣布解除其向合资公司委派
的董事的职务。但该发出通知的一方应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迟于发出通知之日
起十五（15）日内按照股东间约定的规则向合资公司委派新的董事。合资公司设
董事长一名，从甲方提名的董事人选中，经董事会选举产生。任期不得超过董事
任期，但连选可以连任。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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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己方、庚方各
推荐 1 名监事，职工代表监事 2 名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设监事会主
席 1 名，由甲方委派的监事担任。监事、监事会主席任期 3 年，监事任期届满，
经委派方书面通知合资公司后可以连任，董事、财务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
兼任监事。
4.5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
理机构设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若干人（具体人数报董事会批准），财务负责人
1 人，由董事会决定聘请或解聘。
（五）财务和利润分配
5.1 合资公司应当聘请一家经经甲方认可的审计机构每年对合资公司的财务
情况进行审计，委派审计师的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审计合资公司的一切凭证、
簿记、收支单据、账册、统计报表和财务报告，并将结果报告董事会和总经理；
审计结果每年向股东通报。
如任何一方认为需要另行聘请会计师或审计师对年度财务进行审查，合资公
司应予以同意，但该等审查所需一切费用由聘请方负担。
合资公司应按如下约定向各股东提交以下信息资料：
合资公司应于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的一百二十（120）日内，向各股东提供
经甲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在每一财务月份结束后，合资公司应向各股东提供该月度的未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该等月度财务报表应当包括到该财务月度截止时的资产负债表和相关
的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该月度以及当年截至当时的期间）。
5.2 合资公司缴纳有关税收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1）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2）提取公司法定公积金 10%；
（3）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
（4）分配所余利润。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 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会决定，任意公积金的提取比例
由股东会视公司经营情况决定。
合资公司不得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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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利润。
5.3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
配。
（六）违约责任
6.1 如果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则该方即属违反本协议；
如属各方的过失，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6.2 若违反本协议，在不影响合资公司和其他各方在本协议、合资公司章程
或中国法律项下的权利的前提下，违反本协议的一方应负责赔偿合资公司和其他
各方因该等违约行为而可能遭受的损害、损失及费用和支出。
四、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致力于打造服务产业端的智能物流服务平台，在浙江省内积极布局智能
公路港物流基础设施，并探索多式联运模式升级。合资公司将主要贯彻浙江省委
省政府关于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联动发展的方针、政策和任
务，推动打造“四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进一步优化运输通道资源配置和运
输组织模式，构建畅通高效、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体系，形成数字物流生态圈的
运营主体。本次参股，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参与浙江省物流体系的布局和建设、
云平台的合作，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完成后，新设公司可能面临经营管理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措施
控制化解风险。本次对外投资传化物流将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浙江四港联动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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