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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重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重庆银行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3 月 31 日，重庆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雨松先生、吴珩先生、钟弦女士、冯敦孝先生回避表决。该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公司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银行正常

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拟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

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法律法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符合公司和公司

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对《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表示

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银行正常经

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拟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法律法规、《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符合公司和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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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在其经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单位：亿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 

2021 年关联交

易开展情况 

2022 年度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25.45 20.87 22.64 

其中：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11.43 

重庆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56 

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业务 — 3.50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38.55 25.06 45.50 

其中：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15.00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8.00 

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5.40 

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5.00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授信类业务 — 2.20 

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2.2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3.00 0 3.00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00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5.00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1.85 0 2.87 

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6.00 0 11.50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30.00 30.00 45.00 

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6.00 6.00 5.00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26.70 26.70 42.00 

重庆市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5.00 5.00 5.00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00 1.90 15.00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5.00 0 2.00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5.00 0 3.00 

非授信类业务 15.00 9.00 12.00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30.00 1.01 43.00 

非授信类业务 20.00 10.50 45.00 

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4.25 0.01 4.25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46.60 0 16.60 

其中：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3.30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50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00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50.00 20.92 35.00 

其中：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30.10 

重庆市渝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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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2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88.50 

非授信类业务 — 24.50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 42.00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3.51 0. 0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20.00 0 0 

关联自然人 授信类业务 3.30 0.49 4.35 

注 1：以上授信类业务为重庆银行或重庆银行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授信业务；非授信类业务包括关联

方向重庆银行或重庆银行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同业借款业务、关联方向重庆银行授信客户提供的连带责任担

保业务等。 

注 2：以上预计额度可适用于重庆银行或者重庆银行控股子公司与重庆银行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重庆银行或者重庆银行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将按照

重庆银行的授权方案，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发生时，以重庆银行有权审批机构出

具的书面批复为主。 

注 3：以上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以内的，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董事会权限之外的，

自当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表所列关联交易额度的有效期至重庆银行下一年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新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注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对于“重

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重庆商社（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项下法人主体，重庆银行对预计与其发生

交易金额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披露标准的，单独列示关联人信息及预计交易金额，

对其他法人主体合并列示上述信息。 

注 5：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更名为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关联法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80 号 

注册资本：37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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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

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负责政府对外经济援助项目的实施；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开展服务贸易；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需

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销售煤炭、焦炭、汽车及其配件、普通机械、

摩托车及其配件、摩托艇、矿产品、冷冻鲜禽畜肉类、饲料、农副产品、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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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金属材料、铝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塑料原料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及

其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皮革及其制品、服装鞋帽、纺织品、通讯设备、手

表、五金、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飞机零部件、民

用直升机，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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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10.75 亿元，总负债 74.49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5.4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0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对外经贸（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

定为重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企业。 

（二）重庆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富城路 88 号 4 幢附 56 号 

注册资本：5118.537428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保健食品销售，

酒类经营，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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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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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三）重庆渝贸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 36 号嘉发跨贸中心 44 楼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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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兼零

售，加工食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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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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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四）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 号 

注册资本：1,68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资产管理，企业

重组兼并咨询、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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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11.05 亿元，总负债 402.78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45 亿元，实现净利润 37.99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

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

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五）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 号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

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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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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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37.45 亿元，总负债

625.29 亿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6.9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7.92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持有重庆银行 5%以上股份，同时向重庆银行派驻了董

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六）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56 号 

注册资本：1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租赁信息咨询服务，财务顾问业务，

从事与融资租赁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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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9.82 亿元，总负债 45.78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0 亿元，实现净利润 0.50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七）重庆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 526 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对旅游资源开发项目进行投资，组织相关投资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管理，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执业），酒店管理，在市政府批准范围内实施土地

储备整治。（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

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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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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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8.03 亿元，总负债 67.99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1 亿元，实现净利润-0.65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八）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熙路 99 号 

注册资本：6,792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制造、销售集成电路、汽车电子产品、光传输设备、

信息网络终端设备、电子元器件、通信及电子设备用变压器和电感器、印刷线路

板、专用接插件、电子模块、电力电子元器件、光伏设备、光伏设备元器件及技

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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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九）重庆四联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123 号附 1 号 

注册资本：13,850 万元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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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外）；销售：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摩托车及其零部件、钢材、普通机电

产品、成套设备、有色金属（不含稀贵金属）、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设备、化肥；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设备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相关服

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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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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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74 亿元，归属母公司

股东权益 4.48 亿元，2021 年 1-6 月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0.0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2 号 

注册资本：664,510.9124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按许可

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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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20.96 亿元，总负债 569.11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62 亿元，实现净利润 8.94 亿元。 

关联关系：按《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

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一）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熙路 99 号 

注册资本：42,806.261755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及相关资产经营、资产管

理，生产和销售工业自动化仪表及自控系统、工业控制计算机（硬、软件）、楼

宇自动化系统、商店自动化系统、仪器仪表整机和仪器仪表元件及材料、环境试

验设备、光学仪器、工艺工装设备、人造蓝宝石及其晶片、半导体照明材料及光

电器件、石油天然气加工设备、石油天然气储存设备、石油天然气控制系统设备

及配件、环保设备、汽车摩托车零部件（不含发动机）、电动汽车控制及电池零

部件、家用电器，太阳能发电站项目的开发、设计、安装、管理、维护及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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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转让，电力供应，新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合

同能源管理，机械制造，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文化场馆用智

能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字

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

器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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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8.89 亿元，总负债 56.96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12 亿元，实现净利润-0.35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二）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 18 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 B1 单元

10 楼 1011 室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三类医疗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

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波仪器及有关设备、6854 手术室、急

诊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

及制品。（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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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和代销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技术除外）；经营经批准的境外加工装配项目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

配件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销售：

农副产品（不含国家专控产品）、皮革、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金属制品。（以上范

围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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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前不得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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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三）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大道黄环北路 2 号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摩托车、摩托车

发动机、车辆配件、摩托车配件、小型汽油机及配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汽油

机助力车及配件；销售：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白银

饰品、计算机、体育（限汽车、摩托车运动）及运动产品（不含研制、生产）；

为本企业研制、生产、销售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

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批发、零售：润滑油、润滑脂；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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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8.16 亿元，总负债 66.03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59 亿元，实现净利润 0.32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持有重庆银行 5%以上股份，同时向重庆银行派驻了董

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十四）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8 号 11 幢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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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5.21 亿元，总负债 25.29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0 亿元，实现净利润 1.77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五）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 12 号 3 幢 

注册资本：48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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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约担保

业务，与担保业务相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

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非融资担保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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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99.53 亿元，总负债 35.86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71 亿元，实现净利润 2.57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六）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第二十层 

注册资本：52,631.5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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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按许可期限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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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性

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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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七）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路 70 号 1 幢 

注册资本：579,981.61 万元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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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6.18 亿元，总负债 40.74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8.63 亿元，实现净利润 2.23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八）重庆市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 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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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主营再担保业务；兼营债券发行等金融产品担保业务，贷款担保、

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相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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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九）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聚贤街 25 号 2 幢 25 层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金融（含类金融）不良资产的收购、营运和处置，承接国有企业

改制上市、战略重组、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剥离的非主业资产和低

效无效资产（不包括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移交资产），以市场化方式收购、托管

社会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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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5.83 亿元，总负债 136.79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3 亿元，实现净利润-0.78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9 号 10-1 号 

注册资本：132,902.5062 万元 

经营范围：嘉陵江石门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长寿湖旅游专用高速公路经

营、维护（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房屋建筑工程（二级）；销售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

金、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木材、建筑机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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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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72.37 亿元，总负债 26.45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3 亿元，实现净利润 2.29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过

去 12 个月的关联方。 

（二十一）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 3 号 

注册资本：557,397.496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承兑及贴现，外

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自营外汇买卖仅限于办理即期外汇买

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

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

得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2,374.01 亿元，总负债

2,174.00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8.40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55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对外投资

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6 号 

注册资本：1,135,700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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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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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513.02 亿元，总负债

11,460.64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30.66 亿元，实现净利润 88.84 亿

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三）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 号附 123 号 

注册资本：2,112,472.475 万元 

经营范围：半导体显示器件相关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货物

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显

示器件及组件、其他电子元件、以及与显示器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

理（不含一级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住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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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四）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 号 

注册资本：22430.731758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日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化

妆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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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批发，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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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2.85 亿元，净资产 61.03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1.17 亿元，实现净利润 9.1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

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二十五）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 号商社大厦 9 楼 

注册资本：263,021.5714 万元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食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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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仓储设

备租赁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集贸市场管理

服务，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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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9.76 亿元，净资产 14.62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8.99 亿元，实现净利润 0.44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六）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 号 10、11、14 楼 

注册资本：40,652.84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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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粮油制品、副食品、其他食

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饮料、酒、茶叶、保健食品，书刊、音像制

品零售，餐饮服务，卷烟、雪茄烟零售，零售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零

售 6864 医用卫生敷料，食品生产（以上经营范围限取得相关许可的分支机构经

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不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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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8.06 亿元，总负债 82.64

亿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0.0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2.5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七）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佳园路 2 号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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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99.11 亿元，总负债 137.24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5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3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向重庆银行派驻了监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庆银

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二十八）重庆市渝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塔街道紫园路 1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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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7,000 万元 

经营范围：停车场服务；受委托进行资产经营管理；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

事金融证券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经

营）；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仓储服务（不含国家禁止的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物业管理（贰级）；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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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按《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

主要股东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二十九）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 14 号 27-1、28-1、29-1 

注册资本：476,843.1002 万元 

经营范围：接受境外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全资子公司和境内股东 3 个月

（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

证金；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向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

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维修设备贷款等；提供汽车融资租赁业务

（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

应收款业务；办理租赁汽车残值变卖及处理业务；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经批准，从事与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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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578.42 亿元，总负债 496.30

亿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5.39 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5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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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资本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三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2,521,984.5601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

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同业拆借；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

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

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买卖和代理买卖股

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

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金融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87,001.34 亿元，总负债

78,894.46 亿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038.7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97.94

亿元。 

关联关系：按《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股东董事吴珩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系重庆银行

关联方。 

（三十一）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 13 号 1 幢 1 单元 10101 室 

注册资本：564,141.7298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及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办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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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售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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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544.89 亿元，总负债

3,330.42 亿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77 亿元，实现净利润 13.20 亿元。 

关联关系：按《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独立董事冯敦孝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系重庆银

行关联方。 

（三十二）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和《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等监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主要包

括重庆银行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员和重庆银行董

事、监事、总分支行高级管理人及有权决定或参与公司的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

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公允性分析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

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重庆银行预计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

务，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拓展重庆银行业务；重

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

为，不存在损害重庆银行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

原则，不会对重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不会导

致重庆银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及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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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查阅公

司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相关规章制度，对

重庆银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

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重庆银行预计的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

制度，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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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昕                卫进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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