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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申通快递”） 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新增关联方暨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于2021年2月1日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新增公司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菜鸟”）和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菜鸟”）的日常快递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物流仓储服务等相关事项的关

联交易，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191,41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6日披露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新增关联方暨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鉴于上海德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峨”）持有公司25.00%股份，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持有上海德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100%股

权。同时，浙江菜鸟、上海蜂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蜂耘”）、上海盒马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盒马网络”）、浙江萌萌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萌春”）、

浙江纬韬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纬韬”）与上海德峨、阿里网络均为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通过相关持股主体控股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浙江菜鸟、上海蜂耘、盒马网络、萌萌春、阿里网络及浙江纬韬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浙江

菜鸟、上海蜂耘、盒马网络、萌萌春、阿里网络及浙江纬韬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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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新增公司与浙江菜鸟物流仓储服务、上海蜂耘快递服务、萌萌春物流仓储服务、浙江

纬韬物流仓储服务、阿里网络物流仓储服务事项的关联交易，本次合计新增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为25,390.00万元，新增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变更为216,800.00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文彬先生在过去一年曾担任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

鸟网络”）的总经理，菜鸟网络与阿里网络、上海德峨、浙江菜鸟、上海蜂耘、盒马网络、萌萌

春及浙江纬韬为一致行动人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定王文彬先生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新增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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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原预计

金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万元） 

2021年现预计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上海蜂耘 快递服务 市场定价 0 1,725.04 2,530.00 

盒马网络 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定价 0 1,089.18 1,100.00 

萌萌春 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定价 0 1,530.99 7,200.00 

浙江纬韬 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定价 0 0 13,800.00 

阿里网络 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定价 0 0 20.00 

小计 0 4,345.21 24,650.00 

向关联人

采 购 产

品、商品 

浙江菜鸟 物流仓储服务 市场定价 1,460.00 1,006.04 2,200.00 

合计 1,460.00 5,351.25 26,850.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上海蜂耘 

上海市普陀

区金通路

799、899、999

号17幢801室 

一般项目：从事网络科技、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

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领域内的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智能农

业管理；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

活动；园区管理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农副产品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

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农业机械销

售；销售：厨房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机

李少华 
500万元人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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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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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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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食品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盒马网络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浦东大

道2123号3层

3E-1842室 

许可项目：水产养殖（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

优良品种、优良基因）；美容服务；理发服务；

出版物经营；药品零售；餐饮服务（以上限分支

机构经营）；食品经营，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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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机网络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并提供相关技术

咨询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的设计、安装、

调试、维护，通信设备维修；公关活动策划；展

览展示服务；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房

地产经纪；第三方物流服务；家政服务；保洁服

务；物业管理；病虫害防治服务；搬运装卸；绿

化养护；自有设备出租；摄影摄像服务（测绘航

空摄影除外）；摄影扩印服务；票务代理（航空

票务代理除外）；餐饮企业管理；创意服务；设

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市

场营销策划；宠物食品及用品、厨具卫具、音响

设备、家用视听设备、户外用品、润滑油、衡器、

服装、成人保健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食

用农产品、粮食（中央储备粮食除外）、家居用

品、电子产品及配件、照相器材、家具、针纺织

品、化妆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玩具、

汽车用品、汽摩配件、珠宝首饰（毛钻、裸钻除

外）、工艺品（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

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音像制品除外）、

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消防

器材、建筑装饰材料（钢材、水泥除外）、母婴

用品、花卉、眼镜（不含隐形眼镜）的批发、零

售（店铺零售限分支机构）、网上零售、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上述商品相关售

后配套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限分公司经

营）；洗衣服务；家电、家具维修服务；净水器

清洗服务；服装、皮具、鞋包的修补及维护；美

甲、健身服务；犬只美容、寄养、销售；儿童游

乐设施经营（游艺机、危险项目除外），机动车

修理和维护（以上项目均限分支机构经营）；商

务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生

物、农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交流、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除人

侯毅 
64,913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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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干细胞，基因诊断），机电设备安装、维修和

销售，停车场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柜台、摊

位出租。 

萌萌春 

杭州市滨江

区网商路699

号1号楼3楼

302室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

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商务代理

代办服务；报检业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

用电器安装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物业管理；

供应链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水产品批发；水产品收购；水产品冷冻加工；初

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品经营（销

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

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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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

品互联网销售。 

张网 
1,000万元人

民币 

浙江纬韬 

杭州市余杭

区五常街道

文一西路969

号3幢4层449

室 

许可项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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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报检业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

安装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

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物业管理；供

应链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水产品批发；水产品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

用农产品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 

陈明 
1,000万元人

民币 

阿里网络 

浙江省杭州

市滨江区网

商路699号 

开发、销售计算机网络应用软件；设计、制作、

加工计算机网络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咨询

服务；服务：自有物业租赁，翻译，成年人的非

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许可证的除外）。 

戴珊 
1,072,526万

美元 

浙江菜鸟 

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五

常街道文一

西路 969号 3

幢4层437室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

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

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

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

万霖 
1,000,000万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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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承办

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

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

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

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制造、批发

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

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

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

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

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

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

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

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

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

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8室为另一

经营场所）。 

2、关联关系说明 

详见上述“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相关说明。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执行，目前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具有较强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属于正常业务往来，由此构成的关联交易按照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执

行，业务合同约定了合理的结算周期。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交易的计价方式及交易价格在遵循独立

交易原则下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进行公允定价，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业务需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预计在今后

的生产经营中，相关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日常关联交易的

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相关关联方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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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

独立董事对《关于新增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

审阅，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与

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

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作

出有关关联交易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

司新增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及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遵循

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