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17-016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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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华贸物流”）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傅卓洋、霍铭清、陈皓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关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8）。
根据日常关联交易格式指引要求，现将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
行情况以及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补充说明如下：
一、 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人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保险顾问限有限公司

深圳市港中旅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关联交易类别

2016 年预计金额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和
接受劳务

500,000,000.00

2016 年实际发生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0.00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和
接受劳务

自关联方承租资产

均昌有限公司

自关联方承租资产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合作经营成本

1,000,000.00

50,417.62

3,960,000.00

3,960,000.00

800,000.00

751,388.73

自关联方拆入资金

关联提供担保

香港中旅协记货仓有限公司

自关联方承租资产

-

-

3,900,000.00

3,164,383.75
主要是公司 2016 年 7 月份

(授信额度总额为 4

319,000,000.00

亿元)

港中旅国际担保有限公司

链钢铁贸易业务

-

全年共拆入 8 亿元
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主动有序地退出供应

80,000,000.00

18,000,000.00

配套募集资金 6 亿元后，
流动资金较充裕，向关联
公司拆入资金减少

65,590,000.00

-

14,678,41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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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关联方接受劳务或

其它

2,000,000.00

向关连方提供劳务

0.00

-

二、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本次预计
占同类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上年实际发生

累计已发生的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交易金额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自关联方购买

香港中旅保

商品和接受劳

险顾问有限

务

公司

自关联方承租
资产

1,000,000.00

-

34,933.69

50,417.62

3,960,000.00

-

990,000.00

3,960,000.00

2.60

-

800,000.00

-

186,489.46

751,388.73

0.49

-

3,900,000.00

-

3,164,383.75

2.07

-

0.0011

-

深圳市港中
旅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自关联方承租

均昌有限公

资产

司
香港中国旅

合作经营成本

行社有限公

821,443.45

司
自关联方拆入
资金

港中旅财务
有限公司

关联方提供担
保

全年共拆入 5 亿
元(授信额度总

-

0.00

319,000,000.00

45.99

-

80,000,000.00

-

65,590,000.00

65,590,000.00

6.17

-

18,000,000.00

-

3,804,709.98

14,678,416.88

9.62

-

额为 2 亿元)

港中旅国际
担保有限公
司

自关联方承租
资产

香港中旅协
记货仓有限
公司
2017 年将
与港中投

关联双方共同
投资

合作开发

港中旅（中
国）投资有限

50,000,000.00

100

0.00

0.00

0.00

公司

地产项目，
2016 年并
没有相关
方面的文
易

自关联方接受
劳务或向关联

其它

2,000,000.00

-

0.00

0.00

0.00

方提供劳务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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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香港中旅保险顾问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保险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保险”）注册地香港，注册资
本 50 万元港币，主营业务为保险经纪业务等。中旅保险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旅游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2）深圳市港中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港中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信息”或“深中贸”），
注册地为深圳，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经济信息咨询、自有物业
租赁。港中旅信息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3）均昌有限公司
均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均昌”）注册地香港，注册资本 102 元港币。
香港均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控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
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4）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旅社”）注册地为香港，注册
资本 10,000.10 万港币，主要经营旅游业务。香港中旅社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旅游集团公司控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5）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
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财务”）的注册地为深圳，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
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
员单位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
中旅财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控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
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6）港中旅国际担保有限公司
港中旅国际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旅担保”）注册地为北京，注册资
本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经济合同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国内、国际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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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
管理咨询；劳务服务；会议服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中旅担保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控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双方具有关
联关系。
7）香港中旅协记货仓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协记货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记货仓”）注册地为香港，注册
资本 50.01 万元港币，经营范围为物业出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
司控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8）港中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港中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投资”） 注册地为深圳
市，注册资本 5 千万美元，主营业务范围：在基本建设、工业、能源、高科技等
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领域进行投资及再投资。受其所投资企业书面委托（经
董事会一致通过），向该等企业提供下列服务：协助该等企业从国内外采购经营
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备件，协助该等企业在国内和国际
市场销售其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先进的会售后服务；协助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
术培训、市场开发、人员培训；经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及其监督下，组织和协
助该等企业之间的外汇调剂；协助该等企业筹措贷款并提供还贷担保。在公司内
部建立研究与开发中心，从事其投资领域内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为公司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港中旅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公司控
股的附属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双方具有关联关系。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本着公平交易的商业原则，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无
重大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的情况，并以协议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规范了关联交易行为。本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下述关联交易协议：
1、综合物流保险协议
本公司下属香港业务部以市场价格通过中旅保险按照更优惠的市场价格向
香港本地保险公司购买整合物流保险、财产保险和劳工保险等。公司直接与保险
公司签署有关保险协议，保费通过中旅保险支付。中旅保险扮演了中介角色，集
合的议价能力比公司单一购买更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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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业租赁协议
2011 年 1 月 28 日，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万通货运与深中贸签署《物业租
赁协议》，深中贸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部工业区的
中旅保税 1 号仓和中旅保税 2 号仓出租给深圳万通货运，租赁期限为三年，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由双方根据深圳市百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
百象评字[2010]第 12008 号《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部工业区中旅 1 号仓、中旅
2 号仓房地产咨询报告》中的物业市场租金，并参照同区域同类物业的市场租赁
价格确定每月租金人民币 330,000 元。2016 年 3 月，深圳市港中旅华贸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港中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继续签署《物业租赁协议》，租金
为人民币 330,000 元/月，为期两年。
3、停车场租赁协议
本公司香港业务部以每月 7 万港元向香港均昌租赁位于香港粉岭的一块土
地，用于粤港两地过境运输车辆的停车专用场所。公司与香港均昌签订了租赁合
同，租赁期限为三年。由于涉及的金额较少，每年度在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予以
披露。
4、合作经营协议
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旅货运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下称“物流中心”）于 2014
年 5 月与香港中旅社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根据《合作经营协议》，物流中
心实际经营管理并使用香港中旅社所有的香港红磡 KIL10663 地段及在 KIL10663
上兴建的物业。中旅货运物流中心物业《合作备忘录》将于 2017 年 5 月到期届
满。为使物流中心于《合作备忘录》终止后继续实际经营管理并使用中旅货运物
流中心物业，公司拟同意物流中心依据《合作备忘录》的主要条款和公平合理的
市场价格与香港中旅社进行平等协商，续签中旅货运物流中心物业之合作经营协
议。
5、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本着
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与中旅财务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旅财务向本
公司及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港中旅供应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供应
链”）授予综合授信，提供市场化的金融服务，本公司及深圳供应链可以随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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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授予的授信额度内拆借短期流动资金，办理贴现，开出承
兑汇票，补充日常业务经营的临时资金需要，为期三年。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予以披露。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董事会会议经审
议同意本公司与港中旅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中
旅财务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授予综合授信，提供市场化的金融服务。
关联交易限额：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关联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就中旅财务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的金融服务交易做出以下限制，本公司及本公司全
资附属公司应协助中旅财务监控实施下列限制：
（一）、存款服务：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柒亿元。
（二）、信贷服务：日贷余额（包括应计利息）最高不超过人民币柒亿元。
6、担保与反担保的框架协议
为了满足公司航空货运代理业务运营的需要，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
中旅担保将为华贸物流向国际航协提供最高额 8,000 万元人民币的运费支付履
约担保，本公司则向中旅担保提供等额的反担保，为期三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与中旅担保签署《担保与反担保框架协议》。在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告中予以披露。
7、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向协记货仓租赁其持有的
香港九龙红磡中旅协记 1 仓和协记 2 仓，建筑面积分别为 187,730 平方呎和
404,884 平方呎合共 592,614 平方呎的货仓物业，经营仓储、配送等相关物流服
务和其他许可的业务。根据 RHLA 评估公司(RHLA Appraisal Limited)评估确定
的公允市场租金和一般性商务条款，香港中旅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拟与协记货仓签
署《物业租赁协议》，双方确定本协议项下物业的租金为每月 142 万港元，物业
所发生的管理、维修保养（不含改良）、保险、清洁等经营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
协记货仓自行承担，协议期限为四年，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予以披露。
8、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司与港中旅投资合作
开发位于厦门自贸区核心片区厦门华港项目，并授权签署《关于厦门华港地块项
目的合作开发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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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关联交易为双方以经营效率优先、效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
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原则，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备完全的市场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按一般商业条款和公平合理的
原则进行的关联交易公开、公正、公允，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重大不利的影响，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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