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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2-018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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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从事证券业务，开展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和中介服务，交易对手和

服务对象也包括公司的关联方。为做好关联交易管理和信息披露工作，根据法律

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需要，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介绍 

（一）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及其相关企业包括：国际

集团；国际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由

国际集团、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出任本公司董

事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由国际

集团、国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 

（二）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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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及其相关企业包括：深投

控；由深投控出任本公司董事所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三）其他关联企业 

其他关联企业包括： 

1、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上述已列明的关联方除外）；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家庭成员（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子女配偶的父母）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

业。 

（四）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包括： 

1.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2. 国际集团和国资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

务；向关联方出租交易席位；关

联方提供银行间市场公开询价服

务；向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理

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

运营外包服务；在关联方银行存

贷款及存贷款利息；关联方提供

第三方资金存管服务；代销关联

方金融产品；为关联方提供承销、

保荐及财务顾问服务；为关联方

提供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

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

在进行债券认购和交易；与关联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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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交

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

易；认购关联方发行的基金、理

财产品、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品

及非公开发行债券；关联方认购

本公司发行、安排或管理的基金、

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结构

型产品、收益凭证、场外衍生品、

私募股权投资及非公开发行债

券；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 

公司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国际集团及其联系

人发生的关连交易，按照公司于 2019年 12 月与国际集团签署的《2020-2022年

度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执行。 

（二）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

务；向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理

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

运营外包服务；代销关联方金融

产品；为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

及财务顾问服务；为关联方提供

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服务；向关

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

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

进行债券认购和交易；与关联方

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交

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

易；关联方发行、安排或管理的

基金、理财产品、结构型产品、

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品、私募股

权投资及非公开发行债券；关联

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基金、资产

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收益凭证、

场外衍生品、私募股权投资及非

公开发行债券；与关联方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

让交易。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与本公司董事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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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

务；向关联方出租交易席位；向

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理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运营外

包服务；在关联方银行存款及存

款利息；关联方提供第三方资金

存管服务；代销关联方金融产品；

为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及财务

顾问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股票质

押及融资融券服务；向关联方提

供投资咨询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

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

进行债券认购和交易；与关联方

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交

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

易；认购关联方发行、安排或管

理的基金、理财产品、结构型产

品、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品、私

募股权投资及非公开发行债券；

关联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基金、

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收益

凭证、场外衍生品及非公开发行

债券；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四）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

务；向关联方出租交易席位并提

供证券经纪服务；向关联方提供

定向资产管理服务；为关联方提

供资产托管与运营外包服务；使

用关联方提供的公民身份信息查

询服务；向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

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

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

进行债券认购和交易；与关联方

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交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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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

易；认购关联方发行、安排或管

理的基金、理财产品、结构型产

品、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品、私

募股权投资及非公开发行债券；

关联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基金、

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收益

凭证、场外衍生品及非公开发行

债券；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 

 

（五）与本公司监事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上限及说明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为关联方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

务；向关联方提供定向资产管理

服务；为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

运营外包服务；代销关联方金融

产品；为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

及财务顾问服务；为关联方提供

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服务；向关

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买入

返售或卖出回购交易；与关联方

进行债券认购和交易；与关联方

在银行间市场进行同业拆借交

易；与关联方进行收益权转让交

易；认购关联方发行、安排或管

理的基金、理财产品、结构型产

品、信托计划、场外衍生品、私

募股权投资及非公开发行债券；

关联方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基金、

资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收益

凭证、场外衍生品及非公开发行

债券；与关联方在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进行挂牌股票的转让交易。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

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六）与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自然人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规定接受本公司

提供的证券、期货经纪服务，或认购本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因业务的发生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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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不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

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即由政府或行业定价的，执行政府或行业定价；没有政府或

行业定价的，参照市场价确定。具体定价依据如下： 

（一）证券、期货经纪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佣金费率定价； 

（二）出租交易席位：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定价； 

（三）代销金融产品：参照产品发行方统一的销售政策收取； 

（四）资产管理服务业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定价收取； 

（五）资产托管与运营外包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定价收取； 

（六）银行间市场交易：参照市场价格； 

（七）收益权转让：参照市场价格； 

（八）认购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标准认购或申购相关金融产品并

支付管理费； 

（九）银行间市场公开询价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定价； 

（十）融资融券及股票质押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费率定价； 

（十一）承销、保荐及财务顾问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费率定价； 

（十二）投资咨询服务：参照市场上同类服务费率定价。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是证券及金融产品服务商，为投资者提供证券及金融产品服务，

或与对手方进行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包括公司的关联方。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的一部分。 

（二）相关关联交易参考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三）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相关的关联

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

案》进行审议，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预计的各项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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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符合公平原则下与包括关联方在内的所有客户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

实际业务需要；交易以公允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本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预案》进行预审，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预案》进行审议，关联董事分别回避本预案中涉及自己公司事项的表决，

其中，刘信义、管蔚、钟茂军、陈华回避表决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

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王文杰、张崭回避表决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各位董事分别回避表决与本人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贺青、王松、喻健回避表决与本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各位董事分别回避表决与

本人相关的关联自然人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表决通过后形成《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本预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届时相关关联股东将分别回避涉及自己公

司事项的表决。 

六、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在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

易进行了分类汇总，并在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 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二、重大关联交易——与日常经

营相关的主要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