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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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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8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19年1月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董

事发出表决票18份，收回18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规则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

实施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议事

规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专门委员会相关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关于授权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等三家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议案（同意：18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境外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中泛国际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中泛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各使用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家融资规模不超过7.5亿元人

民币）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等三家境外

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公告》。

三、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和相关监管规定，公司对2019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四、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同意：6票，反对：0

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以下简称“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自2019年3月30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案三属于关联交易事项；议案四涉

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亦属于关联

交易事项。公司董事卢志强、李明海、余政、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冯鹤年、陈基建、张喜芳、宋宏谋、陈怀

东等12人因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职，成为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

案三、四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慈蕴（均系公司独

立董事）等6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三、四所述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有效期自2019年3月30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

上述议案四、五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上述议案三、四、五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1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19年1月24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二）、（三）均

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一）、（二）均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两项议案的投票权。 在非

关联股东对其表决权做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关联股东可受托进行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17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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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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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8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2019年1月4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向全体监

事发出表决票14份，收回14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将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

的有效期自2019年3月30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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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等三家

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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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同意授权境外全资附

属公司中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集团” ）的附属公司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

国际资本” ）、中泛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泛国际资产” ）及中泛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泛国际投资” ）各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其中，每家融资规模不超过7.5亿元人民币）进行固定收

益类产品投资。 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授权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

（二）投资额度

本次授权泛海国际资本、中泛国际资产及中泛国际投资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每家授权投资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其中，每家融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

在上述人民币10亿元授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投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再投资的金额不包含在

上述授权投资额度范围内。

（三）投资范围

债券、固定收益类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即2019年1月8日-2020年1月7日。

（五）实施方式

由泛海国际资本、中泛国际资产及中泛国际投资具体组织实施。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本次投资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在资产

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中。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授权投资标的为债券、固定收益类基金等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风险较小，但仍面临投资策略风险、

投资标的企业经营风险等，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明确了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含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决策、执

行和控制程序，为本次投资的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对于本次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被授权公司将通过谨慎选择投资标的、严格分离投资操作人员及资金和

财务管理人员、严格执行资金调拨程序等措施，有效控制决策和操作风险。

此外，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监督机制。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相关投资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规情况可提议召

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停止相关投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投资资金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聘任独立外部

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三、需履行审批程序的说明

2019年1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

司等三家境外附属公司继续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8票，反对：0票，弃

权：0票”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

《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授权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本次授权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中泛集团系公司境外主要投融资平台之一，系控股型企业，目前间接持有香港上市公司中泛控股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715.HK）约74.95%股份、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股票代码：952.HK）约72.50%股份。本次

被授权公司泛海国际资本系中泛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泛国际资产及中泛国际投资系中泛控股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且上述被授权公司计划投资范围为债券、固定收益类基金等风险较小、收益较为稳定的品种，风险

可控，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厚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上述授权投资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稳健经营和资金

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授权泛海控股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等三家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议

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授权三家境外附属公司开展固定收益

类产品投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二）公司已制定《公司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办法》，建立了健全的证券投资（含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业

务流程、审批权限、监督机制及风险控制措施，为本次投资的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公司本次授权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授权境外附属公司泛海国际资本、中泛国际资产及中泛国际投资开展固定收益类产

品投资事项。

六、其他

公司将遵循“谨慎投资、规范运作、严控风险” 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控制度，持续强化

投资风险控制，确保本次投资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并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就本次授权投资事项履行持续

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授权三家境外附属公司进行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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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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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和相关监管规定，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2019年度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预计，主要交易类别为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销售

商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金融管理等，主要关联人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泛海”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电子”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酒管公司” ）、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园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等。

2019年1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卢志强、李明海、余政、

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冯鹤年、陈基建、张喜芳、宋宏谋、陈怀东等12人因在中国泛海及其关联单位任

职，成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上述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孔爱国、胡坚、余

玉苗、徐信忠、陈飞翔、朱慈蕴（均系公司独立董事）等6人参与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该股东大会上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国泛海、泛海

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卢志强、李明海、韩晓生、赵英伟、赵晓夏、张博、张喜芳、宋宏谋、陈怀东、卢志壮、黄翼

云、刘冰、刘洪伟、王辉、臧炜、舒高勇、罗成、刘晓勇、李强、吴立峰、刘国升、李能、孟晓娟等25名股东（具体关联

股东情况以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信息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有关

部门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销

售商品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泛海物业” ）接受关联

人委托， 对民生金融中心项目进行物

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

格

622.64 0.00 619.81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商会大厦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齐鲁商会大厦项目进行物业

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

格

149.46 0.00 155.26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对泛海城市花园小区、拉菲庄园

小区、泛海发展大厦、泛海集团宿舍区

等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市场价

格

132.00 0.00 142.11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其在武汉城市广场项目租赁

办公室进行物业管理服务， 收取物业

服务费

市场价

格

5.02 0.00 5.02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合楼进

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

格

4.76 0.00 4.85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

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对深圳光彩新天地公寓、武汉泛

海城市广场一期办公楼进行物业管

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市场价

格

40.37 0.90 37.40

深圳市泛海三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深圳市南油第四工业区三栋

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市场价

格

48.48 2.02 46.46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停车场

进行物业管理，收取车位管理服务费

市场价

格

27.40 0.00 31.50

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陕西兵马俑国际旅游广场项

目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市场价

格

72.42 0.00 55.39

通海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山海天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海天” ）向关

联人销售入户门，收取相关费用

市场价

格

1,124.23 0.00 0.00

小计 2,226.78 2.92 1,097.80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司” ）及

其全资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酒店

项目管理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市场价

格

1,368.49 0.00 1,552.27

泛海园艺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

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市场价

格

5,934.59 0.00 2,345.92

北京经观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 泛海建设

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

限公司等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公关服

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市场价

格

458.49 0.00 660.38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 中国民生

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信

托” ）等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广告发布、

广告位运营等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市场价

格

263.74 0.00 305.52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

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消防安装工程

施工服务、相关智能化工程服务等，向

其支付服务费

市场价

格

792.96 0.00 359.83

深圳市泛海三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承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

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泛海建设控股有

限公司所属项目视频监控服务； 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海天公司向其采购设

备，向其支付费用

市场价

格

311.02 0.00 170.80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泛海在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红芝麻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代理业务，向其支付代理费

市场价

格

7,500.00 56.03 4,049.75

小计 16,629.29 56.03 9,444.47

向关联人出

租房屋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广公

司” ）、浙江泛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

别向关联人出租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

酒店、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物业及相

关设施设备，收取租赁费

市场价

格

6,261.18 0.00 5,677.28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民生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泛海园艺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等关联法

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写字楼作为

办公用房，收取租赁费

市场价

格

114.45 0.00 112.72

武汉泛海国际影城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泛海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城广公司向关联人提供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购物中心商业作为

其办公营业场所， 以及向其提供影城

设备作为其日常营运的费用

市场价

格

324.17 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楼商业作为其

办公营业场所，收取租赁费用

市场价

格

274.98 0.00 214.12

小计 6,974.78 0.00 6,004.12

租赁关联人

房屋等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北京民生金融

中心部分房屋作为办公、会议用房，及

租赁外围广告牌及车位， 向关联人支

付相关费用

市场价

格

17,093.39 130.57 16,179.16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

限公司向关联人租赁青岛泛海名人广

场综合办公楼作为办公用房， 向其支

付租赁费

市场价

格

82.10 0.00 82.10

中国泛海美国控股有限

公 司 （China�

Oceanwide� USA�

Holdings�Co.�Ltd）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泛海国际置业公

司与关联人签署分租协议， 租用办公

空间，交纳租金

市场价

格

281.93 23.49 172.66

PT.China� Oceanwide�

Indonesia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电力控股有限公

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楼宇、公寓，向其

支付租赁款及管理服务费

市场价

格

637.56 0.00 606.44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泛海能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等公司关

联法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关联人车辆为

办公用车，向其支付租赁费

市场价

格

141.77 1.24 142.57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商会大厦份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租赁齐鲁商

会大厦项目部分房屋作为办公用房，

向关联人支付租赁费

市场价

格

79.70 0.86 79.70

小计 18,316.45 156.16 17,262.63

其他金融管

理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与关联人发生

存款类日常交易， 收取关联人所付存

款利息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10 413.6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 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证

券” ） 与关联人发生同业拆借利息支

出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融入融出

资金，与关联方达成正逆回购交易，资

金融入方在向对方抵押债券的同时，

与资金贷出方约定在某一时点解押债

券， 并在到期时向资金贷出方支付资

金成本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32.9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与关联人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约定的价格， 通过

买卖的方式， 购买及转让一定数量债

券的所有权，获得价差收入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57.93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泛海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陕西九州

映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等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人提

供承保，收取保费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27.87 462.4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对关联人作

为主承销商的债券进行分销、代销，从

而获得收入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关联人直接或间接投资公司控股子公

司民生证券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

从委托资产中计提管理费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65.76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通海资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等关联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人提

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金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50.6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人提

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金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0.00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民生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民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人以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控股子公

司民生信托、民生证券发行的产品，从

而获得收益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3,519.1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债券借贷到期， 民生证券作为债券融

入方须向债券融出方（关联方）归还

标的债券，并支付债券借贷费用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11.1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与关联方在

银行间达成的利率互换合约交易产生

的收取方向和支付方向利息的净额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关联人作为主承销商发行债券， 民生

证券协助其销售，获得手续费收入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3.00

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关联人作为主承销商发行债券， 民生

证券协助其销售，获得手续费收入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0.00

小计 据实结算 27.97 4,616.69

向关联人支

付赔款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泛海酒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泛海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关

联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人提

供承保后，支付关联人赔款

市场价

格

据实结算 0.00 60.66

小计 据实结算 0.00 60.66

总计 ——— 243.08 38,486.37

注：

1.�“预计金额” 为“据实结算” 的交易均系常规金融类业务，包括银行存款、拆借资金、承保、证券经纪等，

因市场情况持续变化，业务的发生时间、规模不确定，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此类关联交易

金额无法预计，具体将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19年度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3,

872.32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2019年度预计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74.98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销售

商品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民生金融中心项目进行物业

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619.81 622.64 41.26% -0.45%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商会大厦

分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齐鲁商会大厦项目进行物业

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155.26 147.56 10.34% 5.22%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对泛海城市花园小区、拉菲庄园

小区、泛海发展大厦、泛海集团宿舍区

等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142.11 156.41 9.46% -9.14%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其在武汉城市广场项目租赁

办公室进行物业管理服务， 收取物业

服务费

5.02 3.93 0.33% 27.74%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青岛泛海名人广场综合楼进

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4.85 4.66 0.32% 4.08%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

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对深圳光彩新天地公寓、武汉泛

海城市广场一期办公楼进行物业管

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37.40 39.89 2.49% -6.24%

深圳市泛海三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深圳市南油第四工业区三栋

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物业服务费

46.46 32.00 3.09% 45.19%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停车场

进行物业管理，收取车位管理服务费

31.50 15.50 2.10% 103.23%

陕西九州映红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

委托， 对陕西兵马俑国际旅游广场项

目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管理酬金

55.39 160.74 3.69% -65.54%

通海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海天向关联人销售

入户门，收取相关费用

0.00 957.44 0.00% -100.00%

民生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利用其专业

优势，为关联人设计、发行、运作的基

金提供顾问服务，获取服务费

367.92 367.92 24.49% 0.00%

泛海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向关联人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收取

服务费

36.48 0.00 2.43% 100.00%

小计 1,502.20 2,508.69 100.00% -40.12%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酒店项目管理

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1,552.27 1,793.04 16.30% -13.43%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根据实际用

量， 向关联人支付钓鱼台酒店停车场

电费

26.92 15.60 0.28% 72.56%

泛海园艺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

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2,345.92 14,034.72 24.63% -83.28%

北京经观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 泛海建设

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

限公司等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公关服

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660.38 888.68 6.93% -25.69%

泛海经观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 民生信托

等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广告发布、 广告

位运营等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305.52 1,305.34 3.21% -76.59%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

子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消防安装工程

施工服务、相关智能化工程服务等，向

其支付服务费

359.83 1,122.15 3.78% -67.93%

深圳市泛海三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承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

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泛海建设控股有

限公司所属项目视频监控服务； 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海天公司向其采购设

备，向其支付费用

170.80 61.52 1.79% 177.63%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代理业务，向其支付代理费

442.51 300.00 4.65% 47.50%

泛海在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红芝麻互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代理业务，向其支付代理费

3,607.24 0 37.87% 100%

IDC咨询（北京）有

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信息服务，向其支付服务费

52.91 52.91 0.56% 0.00%

小计 9,524.30 19,573.96 100.00% -51.34%

向关

联人

出租

房屋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 浙江泛海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向关联人出租

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酒店、 杭州泛海

钓鱼台酒店物业及相关设施设备，收

取租赁费

5,677.28 4,355.42 94.56% 30.35%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

子有限公司、武汉泛

海国际影城有限公

司、泛海园艺技术工

程有限公司、民生保

险经纪有限公司、北

京经观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期写字楼作为

办公用房，收取租赁费

112.72 113.36 1.88% -0.5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城广公司向关联人出

租武汉泛海城市广场一楼商业作为其

办公营业场所，收取租赁费用

214.12 235.00 3.57% -8.89%

小计 6,004.12 4,703.78 100.00% 27.64%

租赁

关联

人房

屋等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北京民生金融

中心部分房屋作为办公、会议用房，及

租赁外围广告牌及车位， 向关联人支

付相关费用

16,179.16 15,567.03 93.72% 3.93%

常新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

限公司向关联人租赁青岛泛海名人广

场综合办公楼作为办公用房， 向其支

付租赁费

82.10 82.10 0.48% 0.00%

PT.China�

Oceanwide�

Indonesia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电力控股有限公

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楼宇、公寓，向其

支付租赁款及管理服务费

606.44 582.12 3.51% 4.18%

中国泛海美国控股

有 限 公 司（China�

Oceanwide� USA�

Holdings�Co.�Ltd）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泛海国际置业公

司与关联人签署分租协议， 租用办公

空间，交纳租金。

172.66 0.00 1.00% 100.00%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泛海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等公司关联法

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租赁关联人车辆为

办公用车，向其支付租赁费

142.57 165.85 0.83% -14.04%

泛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商会大厦

份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租赁齐鲁商

会大厦项目部分房屋作为办公用房，

向关联人支付租赁费

79.70 79.68 0.46% 0.03%

小计 17,262.63 16,476.78 100.00% 4.77%

总计（除据实结算交易外） 34,293.25 43,263.21 ——— -20.73%

其他

金融

管理

服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

中，按照一般商务条款，与关联人发生

存款类日常交易， 收取关联人所付存

款利息

413.67 据实结算 8.96%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 民生证券

与关联人发生同业拆借利息支出

0.00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融入融出

资金，与关联方达成正逆回购交易，资

金融入方在向对方抵押债券的同时，

与资金贷出方约定在某一时点解押债

券， 并在到期时向资金贷出方支付资

金成本

32.91 据实结算 0.71%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与关联人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约定的价格， 通过

买卖的方式， 购买及转让一定数量债

券的所有权，获得价差收入

57.93 据实结算 1.25%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民生财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关联人以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控股子公

司民生信托、民生证券发行的产品，从

而获得收益

3,519.19 据实结算 76.23%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泛

海三江电子有限公

司、民生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等公司关联

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人提

供承保，收取保费

462.41 据实结算 10.02%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对关联人作

为主承销商的债券进行分销、代销，从

而获得收入

0.00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人提

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金

0.00 据实结算 0.00%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人直接或间接投资公司控股子公

司民生证券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

从委托资产中计提管理费

65.76 据实结算 1.42% ———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通海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人提

供经纪业务，从而获取交易佣金

50.66 据实结算 1.10%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债券借贷到期， 民生证券作为债券融

入方须向债券融出方（关联方）归还

标的债券，并支付债券借贷费用

11.16 0.00 0.2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人作为主承销商发行债券， 民生

证券协助其销售，获得手续费收入

3.00 0.00 0.06%

小计 4,616.69 据实结算 100.00% ———

向关

联人

支付

赔款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泛海酒店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等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向关联人提

供承保后，支付关联人赔款

60.66 据实结算 100.00% ———

小计 60.66 据实结算 100.00% ———

总计 38,970.6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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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2.�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低于预计总金额20%以上（除据实结算以外的交

易）的主要原因为：年内，公司根据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市场情况变化，适当调整了房地产业务开发

安排，相应地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绿化工程服务、智能化工程服务、公关广告服务等

相关配套劳务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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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2.�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低于预计总金额的20%以上，主要原因为：公司根

据市场变化情况，灵活调整部分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节奏，致使部分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年初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合理调整工程进度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同时，我们提醒公司董事会，应进一步提高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避免出现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形。

注：

1.�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2018年4月2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2018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38,

172.05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民生银行2018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849.21万元（不含据实结算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预计2019年将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法人 注册地

法定

代表

人

（或

负责

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万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1

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民生金融中心C

座23层

卢志

强

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

产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

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

公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

材料及设备的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

济、技术、管理咨询；汽车租赁。

2,000,

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32,545,015.32万元、

净资产为5,438,303.93万

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 收 入 1,261,970.31 万

元、 净利润 93,517.50万

元。

2

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分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民生金融中心C

座2306室

王辉

资产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

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销售建筑装

饰材料、通讯设备、办公设备。

———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331,457.67万元、净

资产为309,576.60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46,085.42万元、净

利润40,008.43万元。

3

泛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潍坊市高新区东

风东街6602号

卢志

壮

自有资产投资、参股、控股；房地产及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

赁；装饰装潢设计与施工；销售装饰材料、铝

合金门窗、塑钢门窗、电器机械、五金钢材、

建筑材料；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安装；幕墙销

售与安装；铝合金门窗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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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馆：主食、

热菜、凉菜、烧烤；客房、会议服务、咖啡厅、

舞厅、酒吧、歌厅、台球厅、棋牌室、桑拿室、

商场、理发店、卖品部、茶座；酒水销售；综合

娱乐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销售：百货、工

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针纺织品、预包

装食品；园艺、绿化工程规划、设计、与施工；

种植、栽培、销售绿化树木及草本植物。

2,400,

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 2,466,810.42万元、

净资产为2,443,106.17万

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0,903.64万元、净

利润2,486.31万元。

4

泛海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商会大

厦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市

中区纬二路51号

山东商会大厦A

座3201

卢 志

壮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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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99,949.70万元、净资

产为31,972.52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4,618.93万元、净

利润3,036.80万元。

5

常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工

人体育场西路18

号底商3层D

赵英

伟

投资管理；接受委托对企业进行管理；管理

咨询；资产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2,270,190万元、净资

产为31,787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46万元、 净利润

-314万元。

6

深圳市泛海

三江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

山大道光彩新天

地公寓三层

李明

海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专项

工程设计乙级；进出口业务；楼宇智能系统

的设计、安装；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

维修（以上生产项目均由分公司经营，另行

申办营业执照）。 ^研发、生产经营仪器、仪

表、传感器、控制器（监控设备）；楼宇智能

化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6,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90,991.39万元、净资

产为55,162.74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54,298.67万元、净

利润3,390.08万元。

7

深圳市泛海

三江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

山大道南油第四

工业区三栋六层

金鹏

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开发、销售，液晶模

块的技术开发、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

销售；楼宇智能化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

2,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10,190.79万元、净资

产为7,019.33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9，917.33万元、净

利润4,348.07万元。

8

泛海园艺技

术工程有限

公司

青岛市市南区福

州南路19号三层

服务楼

卢志

壮

园林工程规划、设计、施工；雕塑小品；绿化

技术咨询；种植、栽培、销售绿化树木及草本

植物。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57,654.24万元、净资

产为31,641.95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950.00万元、 净利

润-686.92万元。

9

泛海酒店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民生金融中心3

幢2103

刘金

燕

投资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

询；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住宿；餐饮服务；健身服务；游

泳池；美容美发；打字、复印；翻译服务；票务

代理服务；洗衣服务；销售食品；零售烟草；

销售日用百货、健身器材、古玩字画、工艺

品；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物

业管理。

1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23,866万元、 净资产

为12,217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9,779万元、 净利

润4万元。

10

北京经观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

乡凯旋大街建设

路18-C66号

刘坚

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经济信息咨询；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 14,902.54�万元、净

资产为 6,357.13�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8,230.30�万元、净

利润 555.16�万元。

11

泛海经观广

告传媒有限

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云

彩路198号泛海

城市广场10楼

1006室

吴立

峰

传媒项目策划， 媒体广告的研究、 开发；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

作，企业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咨

询，管理咨询；展示展览服务，会务服务，礼

仪服务；投资咨询（不含期货、证券咨询）。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698.72万元、 净资产

为 578.19�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204.25万元、 净利

润 -116.34万元。

12

通海控股有

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工

人体育场西路18

号光彩国际公寓

1号楼底商3C

卢志

强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经济技术管理咨询；出

租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南角光彩国际

公寓的办公用房；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

营：出租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北侧的荟

芳园D栋一至三层的商业用房。

21,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52,4917万元、净资产

为32,638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275万元、 净利润

-663万元。

注： 上述数据系通海

控股有限公司单体财务数

据。

13

PT.�China�

Ocean-

wide�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

黄锴 经营管理房地产；专业及技术服务。

53,058,

000,000

元（印尼

盾）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8,847.9万元、净资产

为-2,544.9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494.2万元、净利润

-1,380.8万元。

14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

兴门内大街2号

洪崎

许可经营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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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

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有效期至2014年02月18日）；提

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

3,648,

534.88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 为 596,582,700.00 万

元 、 净 资 产 为 42,244,

400.00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11,565,200.00万

元、 净利润4,315,800.00

万元。

15

民生保险经

纪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1幢13层1501-1

单元

余政

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人拟

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

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

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4,657.43万元、 净资

产为4,461.73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743.46万元、 净利

润139.73万元。

16

泛海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潍

城区和平路198

号

卢志

强

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

产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

业管理；房屋拆迁；绿化工程；电子、机械、通

讯（不含无线通讯设备）、建筑装饰材料及

设备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技术、管

理咨询及中介服务业务。

10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31,720,716.79万元、

净资产为3,771,030.43万

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 收 入 1,261,970.31 万

元、 净利润 91,536.63万

元。

17

北京民生典

当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4幢102单元、202

单元

余政

动产质押典当业务； 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

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

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

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内绝当物品的变

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

的其他典当业务。

3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50,422.41万元、净资

产为35,311.78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5,171.92万元、净

利润2,815.54万元。

18

民生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株

洲路151号

余政

股权投资、资产管理、资本经营及相关咨询

与服务。

53,187.15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91,519.54万元、净资

产为89,304.90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5,915.38万元、净

利润1,787.89万元。

19

陕西九州映

红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西安市临潼区秦

俑路1号

李明

海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旅

游产品、古玩（文物除外）、工艺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资产管理服务（金融、证券、期

货、基金投资咨询等专控除外）；酒店管理

（经营除外）；旅游信息咨询；会议、会展服

务；热力气球的管理（经营除外）。

4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117,477.57万元、净

资产为46,551.05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1,614.83万元、净

利润571.62万元。

20

民生财富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西

藏中路336号

1807-2室

苏刚

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许可）；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

咨询。

20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155,297.11万元、净

资产为144,963.88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46,178.45万元、净

利润11,701.03万元。

21

通海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

国门内大街28号

民生金融中心2

幢2001-01单元

卢志

强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

资、查帐、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

专项审批的业务，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

料。 ）。

10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160,973万元、净资产

为91,791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6,

863万元。

22

泛海在线保

险代理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慈

云寺1号院3号楼

1层、2层(八里庄

孵化器1-0120

号)

刘庆

久

保险代理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保险代理业务以及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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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0,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16,584.92万元、净资

产为15，557.75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 2,984.99万元、净

利润-1,046.25万元。

23

武汉泛海国

际影城有限

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云

彩路198号泛海

城市广场一期五

层、六层

杨科

2K、3D数字电影放映; 散装食品现场加工;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零售；(有效期与许

可证核定期限一致)对电影行业投资；设计、

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企业营

销策划。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

1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796.26万元、 净资产

为174.27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1,284.67万元、净

利润111.13万元。

24

中国泛海美

国控股有限

公司

（China�

Ocean-

wide�USA�

Holdings�

Co.�Ltd)

3�Embarcadero�

Center,�29th�

Floor,�San�

Francisco,

CA��94111

——— 股权投资

1,990（美

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26,367.42万元、净资

产为3,850.50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1,

729.08万元。

25

红芝麻互联

网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慈

云寺1号院3号楼

1层、2层（八里庄

孵化器2-0492

号）

齐彤

技术推广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软件

开发；产品设计；模型设计；包装装潢设计；

教育咨询 （不含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

务）；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系服务；会议服

务；工艺美术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

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

查；企业管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 文艺创作； 承办展览展示活

动；翻译服务；自然科学研究；工程和技术研

究；农业科学研究；医学研究（不含诊疗活

动）；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

5,000

截至2018年9月30日，总资

产为92.38万元、净资产为

9.03万元；

2018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252.43万元、 净利

润-0.46万元。

注：经查询，上表中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表中，中国泛海持有公司68.4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北京分公司为其分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董事长卢志强兼任民生银行副董事

长，民生银行为公司关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其余关联人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接受关联人中国泛海北京分公司委托， 对北京民生金融中心项目进行物业管

理，并收取管理酬金。 中国泛海北京分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的分公司，主要负责经营管理北京民生金

融中心项目，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入，且一直与泛海物业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酒管公司、泛海园艺、三江电子分别负责公司旗下多个项目的酒店管理运作、景观绿化工程及消防

安装、智能化工程；关联人北京经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公司旗下项目的品牌

维护与推广。 上述关联人均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过往多与公司存在成功合作案例，且自身拥有良好的技

术支撑、盈利能力。

关联人常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海控股有限公司、泛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山东商会大厦分公

司、陕西九州映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及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关联人民生银行是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规范，风险控制严格，具有丰富的业务组合、

优质的服务及完善的网络，市场信誉良好。

综上所述，2019年度将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市

场信誉度较高，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交易风险可控。 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前，公司将对关联人的经营和财务

情况进行核查，确保其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按相关规定与关联人签署协议并严格履行，确保交易风险可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之“（二）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部分所述。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交易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自愿、公平

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没有市场价格的，由交易双方根据以下原则协商确定：

1.�交易价格不得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2.�接受劳务或采购商品价格不得高于公司向任何第三方采购相同或可替代产品、服务的价格。

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向关联人提供劳务、销售商品” 类关联交易

（1）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向关联人提供物业服务的定价依据（收费标准），系参考市场价格，并结合

实际工作量而确定。

（2）公司全资子公司山海天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销售。

（3）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证券为关联人设计、发行、运作的基金提供顾问服务的定价依据（收费标准），

根据基金融资规模、发行期限等因素确定。

2.�“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类关联交易

（1）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酒管公司、北京经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泛海经观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提

供的服务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

（2）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泛海园艺、三江电子及其子公司深圳市泛海三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的工程服务，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量计算交易价款，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

定执行。

3.�“租赁关联人房屋等”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类关联交易参考租赁地点周围写字楼、车位、广告牌，以

及相同车辆的市场价格定价。

4.�“向关联人支付赔款” 类关联交易，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根据市场费率向关联方出具保单，承担

保险责任，并在责任事件发生时，遵循公允原则，在约定的保险金额内支付赔款。

5.�“其他金融管理服务” 日常交易（关联人民生银行与公司金融子公司发生的银行存款、现券买卖等一般

银行服务，以及公司金融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信托、证券、保险相关业务），均按照一般商务条款进行，参照

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其中，利息收入或支出均以民生银行利率为依据计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每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数量较多，关联交易均根据双方业务实际需要

进行，平等协商后逐笔签署具体合同，目前尚未签订协议的关联交易，具体结算方式将按后续协议规定执行；

目前无需签订协议的关联交易，具体结算方式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行业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的规定规则执行，

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旨在扩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规模，提

高交易效率和专业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持续快速开展，其中：

1.�公司全资子公司泛海物业为公司关联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系公司关联人对公司物业管理业务的支持

与肯定，对提高公司品牌影响力、增加经营收入、丰富公司对高档物业的管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2.�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劳务，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为公司稳定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公司

经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系对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的支持，推

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关联方租赁公司房屋及车辆，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办公所需，可为公司

良好经营提供硬件保障。

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民生银行发生一般银行类业务，可获得更为专业便捷的服务，符合公司经

营发展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经对公司提供的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解，我们确信所列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经营

活动正常开展的内容，其必要性可以肯定，且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

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特此声明：我们出具本事前认可意见，不表明我们有义务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上述议案投赞成票。

（二）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我们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内容

合法合规，交易定价原则为按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

体现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低于预计总金额的20%以上，主要原因为：公司根据市场变

化情况，灵活调整部分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节奏，致使部分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年初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之间的差异系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合理调整工

程进度等原因造成，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我们提醒公司董事会，应进一步提高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性，避免出现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情况差异较大的情形。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2019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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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和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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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

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议

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

之日起12个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2016年7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尚未取得正式核准文件。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临近，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 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召开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3月29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就上述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董事会授权有效期分别延长12个月。 截至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为自2018

年3月30日起12个月内。

鉴于待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一定时间，而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

于2019年3月30日再次届满，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工作的延续性，公司于2019年1月8日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大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自2019年3月30日起延长12个月。

除再次延长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不变，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的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为准；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内

容不变。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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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1月2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4日9:30－11:30，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15:00至2019年1月24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17日

（七）出席会议对象

1. �凡于2019年1月1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

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9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和授

权有效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一）为普通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二）、（三）均

为特别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一）、（二）均为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两项议案的投票权。 在非

关联股东对其表决权做出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关联股东可受托进行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出席，须另外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上述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二）登记时间：2019年1月24日14:00-14:2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2。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22层

联 系 人：陆 洋、李秀红

联系电话：010-85259601、85259655

联系邮箱：dsh@fhkg.com

指定传真：010-85259797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九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1.� 议案采用常规投票，常规投票制表决票填写方法：在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对应的“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中任选一项，以打“√” 为准。

2.�上述议案1、2所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附件2：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为“360046” ，投票简称为“泛海投票” 。

（二）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意见包括：同意、反对、弃权。

上述议案1、2所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设置总议案，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19年1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1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