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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2-031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 2022年度日常经营需要，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公司”）对2022年度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不超过27,000万元，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与58集团旗下的北京五八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八信息”）、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庭网络”）、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八同城”） 及

上述公司的分子公司分别签订相关服务合同，采购网络端口或为其提供渠道销售

服务。2021年，公司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就上述同类交易实际发生的金额为

24,369.03万元，未超过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暨2021年度董事会，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董事须回避表决情形。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2022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27,000万元，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71,091.95万元的2.52%，属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经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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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以市场价

格为基准，具体办理与上述各关联方签署单项业务合同等事宜。 

（二）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2021年）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
人采购
服务产
品 

北京五八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及其
分子公司 采购网

络端口
或提供
渠道销
售服务 

根据市场
定价原
则，双方
协商确定 

6,000.00 371.38 3,861.61 

瑞庭网络技术
（上海）有限公
司及其分子公司 

20,000.00 2,771.34 20,453.92 

五八同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及其
分子公司 

1,000.00 17.44 53.50 

合计 27,000.00 3,160.16 24,369.03 

注：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因采购网络端口或

提供渠道销售服务，预计与五八信息、瑞庭网络、五八同城及其分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合计为 27,000 万元。鉴于五八信息、瑞庭网络、五八同城涉及的同一控制下分子公司

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 0.5%的关联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本公司 202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暨 2020 年度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1 年，本

公司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2021年预计
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服 务 产
品 

北京五八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及其分
子公司 

采购
网络
端口
或提
供渠
道销
售服
务 

3,861.61 13,000.00 15.85% -70.30% 

2021年 4月 28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
n）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2021-032号） 

瑞庭网络技
术（上海）
有限公司及
其分子公司 

20,453.92 13,000.00 83.93% 57.34% 

五八同城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及其分
子公司 

53.50 1,000.00   0.22% -94.65% 

合计 24,369.03 27,000.00 100%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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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子公司 2021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
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公司在预
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基于当时的市场情况、采购计划等对
关联交易进行了评估和测算，实际发生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获批预计
总金额。但因市场变化、相关公司业务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子公
司与各关联人之间的实际交易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正常实
际经营行为所致，在预计额度时难以控制，对相关子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
合法合规。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获批金额，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公司子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的实际交易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属正常实际经营行为所致，在预计额度时难以控制。公司
子公司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其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
子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1.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83991313X；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姚劲波；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甲18号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学院园三层301室； 

（6）成立时间：2005年12月12日； 

（7）营业期限：200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1日；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研究、开发、

销售计算机软件；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自产产品；计算机系统服务；经济贸易

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管理咨询；出租办公用房；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市场调查；会议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家政服

务（不符合家政服务通用要求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经营邮政通信业务；业务流程

外包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代理记账；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拍卖业务；互联网信

息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代理

记账、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经营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从事拍卖业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职业中介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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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A14D213816E9EFB656A7AC78E144DABF&name=%E5%A7%9A%E5%8A%B2%E6%B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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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股东持股情况：姚劲波持有五八信息46.84%股权，张联庆持有39.82%

股权，北京网邻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13.34%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

经审计总资产为461,206万元、总负债为 351,188万元、净资产为110,017万元，

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为294,819万元、营业利润为3,800万元、净利润为3,829

万元。 

2.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694050857；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庄建东； 

（4）注册资本：19,650万美元； 

（5）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家桥路100弄6号20、21层（名义楼层，实际

楼层18、19层）； 

（6）成立时间：2007年 12月 25日； 

（7）营业期限：2007年 12月 25日至 2027年 12月 24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受母公司及其授权管理的中国境内企业和关联

企业的委托，为其提供投资经营管理和咨询服务、市场营销服务、财务管理服

务、技术支持和研究开发服务、信息服务、员工培训和管理服务、承接本集团

内部的共享服务及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计算机软件及相关网络技术的开发和

设计、制作，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相关的计算机系统的安装、维护、调试及技

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金融信息服务除外）；房地产经纪；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组织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演出经纪、文艺表演团体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电

子产品销售；销售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企业管理；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

从事计算机科技（音像制品除外）、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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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东持股情况：ANJUKE HONGKONG LIMITED 持有瑞庭网络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1,066,305万元、总负债为409,242万元、净资产为657,063

万元，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为633,535万元、营业利润为134,942万元、净利润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A14D213816E9EFB656A7AC78E144DABF&name=%E5%A7%9A%E5%8A%B2%E6%B3%A2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7E6FBDBBB7835D8A21FFAD2FE37E644E&name=%E5%BC%A0%E8%81%94%E5%BA%86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Company.html?companycode=1045043366
http://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DA746224E9EB7D0115270F7983C9EB57&name=%E5%BA%84%E5%BB%BA%E4%B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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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19,538元。 

3.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864489368；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胡迪； 

（4）注册资本：10,668万美元； 

（5）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二层210-02室； 

（6）成立时间：2012年 3月 15日； 

（7）营业期限：2012年 3月 15日至 2042 年 3月 14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代理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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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一

般项目：软件开发；广告设计、代理；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科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人力资源服务（不

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二

手车经销；二手车经纪；家政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出版单位）；销售代理；软件销售；日用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二手车鉴定

评估；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

服务；大数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总部管理；工程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创意空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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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

的领域）。 

（9）股东持股情况：中国分类信息集团有限公司（CHINA CLASSIFIED 

INFORMATION CORPORATION LIMITED）持有五八同城100%股权。 

（10）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未

经审计总资产为1,511,147万元、总负债为956,384万元、净资产为554,762万元，

2021年1-12月营业收入为660,347万元、营业利润为26,226万元、净利润为27,088

万元。 

（二）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五八信息的全资子公司五八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截止目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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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8.28%的股份），且五八信息总经理和执行董事姚劲波先

生同时担任五八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瑞庭网络总经理，五八信息监事梁铭枢先生

同时担任五八有限公司监事、五八同城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构成本公司关联方，因此，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我爱我家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五八信息、瑞庭网络和五八同城及其分子公司采购网络

端口或为其提供渠道销售服务的交易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五八信息、瑞庭网络、五八同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责任主体。根据上述关

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

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 

2022年度，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预

计拟与五八信息及其分子公司、瑞庭网络及其分子公司和、五八同城及其及上述

公司的分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27,000万元，交易涉及向上述公

司分别采购网络端口或为其提供渠道销售服务。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由交易

双方协商定价。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运作，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内，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在实际业务发生

时与上述相关交易对方签署服务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开展日常经营

活动的需要，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本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定价依据遵循市场原则，由双方协商

确定，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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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公司利益。该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不会因

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公司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

查，独立董事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交易

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我爱我家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基于日常业务

需要向 58 集团旗下的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瑞庭网络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及上述公司的分子公司采购网络端口或为其提

供渠道销售服务。公司预计 2022 年因上述交易事项产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7,000 万元。该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子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时，公司按

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履行了

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子公司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暨2021年度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本公司子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订的相关服务合同模板。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