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250

证券简称：南纺股份

编号：2021-002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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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21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开展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842 万元。


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不会对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
规定，结合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纺股份或公司）实际情
况，拟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6,898.37 万元，其
中 6,570.85 万元系公司 2020 年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南京南商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商运营，实际购买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与关联方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商厦）、南京白宫大酒店有
限公司、南京商业广告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除此以外，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少量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327.52 万元，未
达到董事会审议权限。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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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关联方

产品名称

江苏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游览服务

2.61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游览服务

9.95

南京莫愁旅行社有限公司

游览服务

77.69

南京紫金山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船舶使用费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照明产品及安装维保

南京白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办公用品

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照明产品及安装维保

南京紫金山庄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会议服务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服务、纺织
品及服装

51.04

南京莫愁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策划服务

12.31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自来水

12.81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保卫、收银等
劳务服务、水电气费
用等

南京白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劳务费用

167.00

南京商业广告有限公司

广告制作

18.64

接受专利、商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标等使用权
租入
租出

2020 年实际
发生额

经营权转让费

1.77
34.52
0.21
76.37
5.50

3,515.00

2,580.00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

290.00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房产

15.98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土地

26.97

合计

6,898.3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预计 2021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开展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0,842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关联方

产品名称

2021 年预计
发生额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服装、劳保产品、照
明产品及安装维保等

南京白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劳保产品等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照明产品及安装维保

500.00

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照明产品及安装维保

200.00

南京秦淮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照明产品及安装维保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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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00
50.00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游览服务

2,000.00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游览服务

100.00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保卫、收银等
劳务服务、水电气费
用等（注 1）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服装

南京紫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水电

50.00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自来水

20.00

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工艺品、酒店服务

500.00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品、酒店服务

100.00

南京松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保洁

190.00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

收银、水电（注 2）

50.00

与关联人共
同投资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

提供土地收取固定收
益及项目收益分成
（注 2）

100.00

委托代理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

门票代售（注 2）

300.00

接受代理

南京白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烟酒联营销售

100.00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接受专利、商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标等使用权
租入
租出

经营权转让费（注 1）

2,490.00
100.00

2,580.00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房产

150.00

南京紫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房产

70.00

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土地

12.00

合计

10,842.00

注：1、根据控股子公司南商运营与南京商厦签订的《经营权转让合同》及《经营权转让合
同之补充协议》，南京商厦将商场经营管理权转让给南商运营经营管理，转让期限为 20 年，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算，经营权转让费用为 2,580 万元/年，每五年递增 3%。南京商厦向
南商运营提供经营场所内正常经营所需要的物业、保卫、收银等劳务服务。
2、根据控股子公司南京金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博文化）与南京市红山森
林动物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红山动物园）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金博文化利用红山动物园场
地资源，投资建设“360 球幕影院”，红山动物园收取固定收益及项目收益提成，固定收益
起收日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合作期限 12 年。红山动物园为球幕影院项目代售门票及提供收
银服务。

三、关联方情况介绍及关联关系
1、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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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国庆
成立日期：1996 年 3 月 10 日
注册资本：138,005.640846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82 号长城大厦 7 楼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酒店、会展运营管理；旅游产品开发；旅
游配套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景区管理；商业综合体、旅游小镇等建设与管理；
旅游服务；会展服务；活动、赛事策划、组织。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樊晔
成立日期：1990 年 11 月 9 日
注册资本：2,964.66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2 号
经营范围：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金银首饰、建筑材料、润滑油、机
油、汽车（不含小轿车）、化工产品（以资质证书为准）、皮革材料、保健品销
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烟零售；
广告装潢；复印机、日用商品维修；摄影服务；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限分支机
构经营）；自有房屋、自有场地租赁；物业管理；家用电器设备安装、维修；商
务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其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樊晔先生兼任公司董事。
3、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东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51,438.3695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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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88 号
经营范围：举办各类商品、产品、科技成果、考古及文化艺术成果等的展览、
展示；举办各类会议及招商活动；为各类招商、促销、展览、宣传及会议提供场
所和配套服务；室内外装饰；陈列室设计、装修；设计、制作、发布影视、报刊、
印刷品、展览广告；科技及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装饰材料、展览用品、通讯器材、
家用电器租赁；计算机软件开发；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营业性演出；酒店管
理；票务代理；汽车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张金源先生兼任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4、南京秦淮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越
成立日期：2003 年 7 月 1 日
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 6 号文化产业园 06 幢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市内旅游运输（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物业管
理；项目咨询、建设、管理；科技信息咨询；实业投资；秦淮河环境综合整治范
围内的景区开发、经营、管理；旅游产品开发；服装、日用百货、工艺品的开发、
研究、销售；旅游相关产业的开发、投资及管理；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各类广告；停车场服务；文化、艺术、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机械设备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5、南京金斯服装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崔潮瑞
成立日期：1993 年 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341.916422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编钟东路 189 号
经营范围：服装、服饰生产、销售、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自有场地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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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6、南京紫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萍
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14 日
注册资本： 756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编钟东路 189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7、南京松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旋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5 日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七桥瓮 8 号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园林景观工程、市政工程设计、养护、施工；房屋修
缮；机械设备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会展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保洁、清运、
装卸服务。一般项目：软件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8、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
单位类型：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沈志军
成立日期：1998 年 8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十字街 4 号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公园管理；公园内场地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食品
销售（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花卉、盆景、苗木、日用百货、工艺品、
宠物用品销售；摄影服务、在职人员培训服务（不含与学历教育相关的培训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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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务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单位。
9、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学军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90,798.43705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秦淮区大石坝街 32 号
经营范围：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开发、销售；旅游项目开发；旅游项目、
建设项目投资；企业形象设计；企业营销策划；为餐饮企业提供管理服务；饮食
文化交流；物业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展览展示服务；国内各类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凭许可证经营的项目除外）。
关联关系：公司 5%以上股东，其副董事长陈军先生兼任公司副董事长。
10、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单国平
成立日期：1990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347,073.105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460 号
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供应；污水收集处理及排放；再生水生产、销售；
水务设施设计、建设、监理、运营及维修；水务投资及运营；水务项目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及培训；水质量检测；污泥处理；水表生产、销售；水表计量检定；管
线探测；自动化与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财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提供劳务服务；房屋及设施设备租赁；环境及公用事业投资。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1、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永军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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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研创园行知路 2 号创展大厦
A 座 604 室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管理、维修和养护；道路清障；工程结构
诊断与改造；智能监控；物业管理；防水防腐保温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及养护；市政工程设计、施工；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
机电设备、办公设备销售；工程信息咨询；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新能源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网络
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汽车充电服务；工业自动化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许可证的经营项目除外）；机电设备及工程机械租赁；
停车场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保洁服务；电子商务。
关联关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2、南京白宫大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爱平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住所：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2 号
经营范围：住宿；中餐制售；舞厅；浴室；美容美发；定型包装食品、饮料、
百货、服装、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销售；卷烟、雪茄烟、烟丝零售；代办票务
（含航空）；洗衣服务；健身服务；物业管理；自有场地租赁；会务服务。许可
项目：出版物零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关联交易均基于日常生产经营
和业务发展需要，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或评估价为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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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开展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公
司整体竞争力。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将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以 5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联董事陈军、樊晔、沈颖、张金源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和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进行了审核，认为：1、公司 2020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1 年预计发
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未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未对公
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2、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本次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已回避了
表决。因此，我们同意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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