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 2021-060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约为17,710万元（不含本次），按照审议决策先后顺序，包括2020

年11月至本次交易前经决策与控股股东或关联方依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书之解除合同》、《关于收购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

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97.31％

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委托销售协议》、《茂乐惠小程序

平台入驻使用协议》、《茂悦荟plus小程序平台使用协议》、《网络推广

服务合同》及《关于茂业百货深南店<水、电收费协议>主体变更的三方补

充协议》。前述关联交易，均已按照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履行了相应审

议和披露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深圳分公司拟与关联方深圳茂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集团”、“出租方一”）、深圳兴华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实业”、“出租方二”）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茂业集团将其所属的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A座7层A单元、36层AD单元、



 

  

37层ABCD单元、38层AC单元、39层ABD单元的办公面积租赁给本公司，出租面积

5019.55平方米，将36层C单元租赁给本公司深圳分公司，出租面积428.64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据初步估算,茂业集团将向公司及

深圳分公司收取的三年租金及管理费合计28,047,384元；兴华实业将其所属的位

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兴华公寓的住宅面积（员工宿舍）租赁给本公司,其中，2021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出租面积为538.35平方米，预计租金及管理费合计

299,962元；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出租面积为395.3平方米，预计租

金及管理费合计247,104元。公司预计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合约总金额不超过3000

万元（含保证金）。 

出租

方 
承租方 出租物业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租赁期限 

租金及 

管理费 

（元） 

茂业 

集团 

茂业商业 
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 A座 7A、

36AD、37ABCD、38AC、39ABD 
办公 

5019.55 2022-2024 年 25,840,728 

茂业商业深

圳分公司 
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 A座 36C 428.64 2022-2024 年 2,206,656 

兴华 

实业 
茂业商业 

福田区八卦岭兴华公寓 
住宅 

538.35 2021 年 299,962 

福田区八卦岭兴华公寓 395.3 2022 年 247,104 

2021年10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下属分公司与关联方茂业

集团、兴华实业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合同签署的具体

事宜。 

茂业集团、兴华实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茂业集团、兴华实

业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含保证金），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

是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茂业集团、兴华实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下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茂业集团和兴华实业均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5月 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90922U 

营业场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03 号世界金融中心 A座 38 楼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为本集团公司的股东企业和子公司提供综合经营管理及代理服务；

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能源、储运等项目（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从事商业信息咨询；从事都市花园停车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世界

金融中心停车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从事物业租赁业务；酒店管理；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与茂业商业关系 

茂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深圳市崇德投资有限公司 77%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60,480.67 1,463,331.45 

资产净额 119,306.67 178,665.54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1．1—2021．6．30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86.23 238,163.97 

净利润 -14,738.38 59,358.87 

 

（2）深圳兴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6 年 12月 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0332064C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18 号 6楼东厅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轻工业品、畜产品等商品的出口和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

口（具体商品按经贸部[具体商品按经贸部[92]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7 号文

经营），开展补偿贸易，本公司进出口商品内销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及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及有专项规定的产品）的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租赁。 

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与茂业商业关系 

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83%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深圳茂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17%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 年 6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928.52 101,661.18 

资产净额 34,344.10 34,892.43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1．1—2021．6．30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82.98 2,117.15 

净利润 659.52 548.33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由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在参照

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四、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办公部分 

甲方：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本公司/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1、房屋基本情况 

房屋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以下简称该大厦），A座7层A单元、

36层ACD单元、37层ABCD单元、38层AC单元、39层ABD单元（下称该房屋）。 

房屋面积：该房屋建筑面积为5,448.19平方米。 

2、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2022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 

3、房屋用途 

甲方将该房屋出租予乙方作：办公用途，经营办公项目。 

乙方如拟将该房屋用于上述以外的其他用途及经营项目的，须经甲方书面同

意，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改变房屋用途的报批手续，并保证符合国家

有关消防安全规定。 

4、租金费用 

自2022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月租金总额人民币621,093元。 

5、物业管理费费用 

自2022年01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月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58,001元。 

如管理费日后有所调整，乙方须按该大厦物业管理公司所厘定之标准缴交。 

6、履约保证金 

（1）租金保证金：相当于该单元贰个月租金的金额人民币1,242,186元； 

（2）管理费保证金、水电费保证金、中央空调保证金：无； 

乙方不得要求将上述保证金抵作租赁期内任何时间所拖欠的租金、管理费、

水电费等费用。甲方收取上述保证金，应向乙方开具收据。 

在租赁合同期内管理费、水电费、及中央空调保证金由大厦物业管理公司保

管，租金保证金由甲方保管，乙方保管由物业管理公司、甲方所开具的相关保证

金收据。 

7、付款方式 



 

  

（1）租金、管理费等费用支付方式为年付。 

（2）乙方须于签署合同七日内向甲方支付第一个支付周期的相关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租金、管理费）及各项履约保证金。 

（3）乙方须依时向甲方悉数缴交该单元的租金、物业管理费等费用，不得无

故拒缴、扣除。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应按时向甲方预交下一支付周期的租金、

物业管理费等合同费用，支付期限为每一支付周期前一个自然月的最后一日，如

当日为国家法定假期，则应当于该法定假日前一个工作日到期缴付。 

8、其他费用 

乙方必须向政府及有关部门缴纳关于该单元在租约期内应缴的水电费、电话

费及其他公用事业费用。 

9、房屋交付 

（1）甲方应于2022年01月01日前一日或即日将出租房屋交付乙方。甲方迟于

前款时间交付出租房屋，乙方可要求将本合同有效期延长，双方应另行书面签字

确认。 

（2）乙方应于上述约定时间，与甲方或甲方所委托之大厦物业管理人员于租

赁合同所租之单元现场内清楚查验该房屋及附属设施、装饰材料、其它物品及其

公共设施，共同签署收楼确认并无异议。 

（3）乙方未按上述约定时间办理交房手续，则视合同起租日即为交房日，并

按合同约定租金及管理费等标准计收有关费用。 

（二）住宅部分 

甲方：深圳兴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本公司 

出租 

时间 
出租物业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租金/月 

（元） 

管理费/月 

（元） 

租金总额 

（元） 

2021年 兴华公寓共 18间 

住宅 

538.35 27,300 942 299,962 

2022年 兴华公寓共 13间 395.3 19,900 692 247,104 

注：自2021年8月起，公司退租5间宿舍，剩余13间，即2021年8月起，租金199,00元/



 

  

月，管理费692元/月。 

1、费用支付周期：乙方租金、物业管理费按：月付，水费、电费、燃气费等

按月支付给甲方或政府相关收费单位。 

2、水电燃气费: 乙方在使用租赁房屋过程中所发生的水电费、燃气费及其它

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使用期间如果相关收费单位统一调整水电费、燃气费等

能源费用标准，双方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 

3、费用支付时间：合同签署当日，乙方需向甲方缴纳首个支付周期的租金和

物业管理费。此后，乙方须于每月30号前向甲方缴纳下一支付周期的租金、物业

管理费等费用，不得无故拒缴、扣除。如当月30号为国家法定假期，则应当于该

法定假日前一个工作日到期缴付，如当月不足30日的，则应在当月的最后一日前

缴付租赁费用。否则每逾期一天，乙方须按下一支付周期应缴纳费用总额的千分

之五向甲方缴纳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5天的，甲方有权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冻结门锁门禁权限等）进行费用催缴；逾期超过10天的作乙方自动退房处

理，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甲方有权向乙方收取相当于三个月租金及三个月物业

管理费的违约金。乙方应在甲方发出解约通知后2日内将房间内的个人物品搬离，

逾期未搬离，遗留在房间内的乙方所有物品视为乙方的抛弃物，甲方有权随意处

置（包括作为垃圾丢弃）,且甲方无须为此向乙方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也不得追究

甲方责任和要求甲方赔偿。 

4、保证金 

租金保证金、物业管理费保证金、水电费保证金：无。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的实际业务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求，公

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 

2021年10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

宏彪、Tony Huang、钟鹏翼、卢小娟、赵宇光、俞光华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求。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方式公允，符合市

场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平等、诚信原则，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

避表决，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表决同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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