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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比例计算口径按关联销售金额 / 关

联采购金额除以当期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金额分别为 792.39 万元、777.96 万

元、1,002.01 万元和 311.81 万元， 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3%、

0.02%、0.03%和 0.02%，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所提供劳务规

模均较小，相应关联劳务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定价较为公允。

3）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 10.38 - 25.27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 -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19.40 22.56

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1.43 25.66

潼关中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 - 2.09 0.40

内蒙古金陶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 - - -

京东集团 销售商品 28,529.95 44,118.35 23,620.88 12,798.02

合计 28,529.95 44,128.73 23,643.80 12,871.92

占营业收入比例 1.85% 1.15% 0.58% 0.46%

注：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比例计算口径按关联销售金额 / 关

联采购金额除以当期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金额合计分别为 12,871.92 万元、

23,643.80 万元、44,128.73 万元和 28,529.95 万元，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 0.46%、0.58%、1.15%和 1.85%，占比较低。报告期内，公司与京东集团

的交易主要为京东自营店的商品采购，产品定价原则与其他客户一致，定价

较为公允。

4）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49 18.02 23.85 -

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 - 59.68

中金嵩县嵩原黄金冶炼

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 - 6.08 -

北京中金物业管理中心 提供劳务 - - 0.00 -

中国黄金集团资源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 1.89 - -

合计 5.49 19.91 29.93 59.68

占营业收入比例 0.00% 0.00% 0.00% 0.00%

注：关联交易占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比例计算口径按关联销售金额 / 关

联采购金额除以当期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金额合计分别为 59.68 万元、29.93

万元、19.91 万元和 5.49 万元，金额较小且占比较低。

综上，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销售对公司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5）关联租赁情况

①向关联方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

承租方 出租资产种类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北京中金鸿福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 - - 5.84 -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0.00% -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出租的房屋为暂时闲置的办公场所，房屋租赁

价格参考市场价格。

②从关联方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965.97 1,848.74 1,831.94 1,208.88

中国黄金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房屋 205.25 321.99 0 0

中国黄金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房屋 136.91 136.91 0 0

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 房屋 31.96 62.04 59.08 55.77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20.70 41.41 45.13 43.46

中国黄金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房屋 9.53 1.36 0 0

中国黄金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房屋 0 0 0 606.55

合计 1,370.33 2,412.46 1,936.15 1,914.66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0.09% 0.07% 0.05% 0.07%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的房屋主要为租赁中国黄金集团的办公以

及经营用地，房屋租赁价格参考市场价格，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6）收取关联方利息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北京中金鸿福投资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 - - 65.27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 - 106.84 0.25

合计 - - 106.84 65.52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 - 0.00% 0.00%

报告期内， 公司收取关联方利息收入分别为 65.52 万元、106.84 万元、0

万元和 0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较低。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关联方利息收

入主要为公司因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而取得的利息收入。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偶发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 - 2,059.09

合计 - - - 2,059.09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 - - 0.08%

2017 年度，因中原制品厂房建造，公司接受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059.09 万元。 相关定价参考市场价格，定价较为公允。

3、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接受关联方担保或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4、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款项余额情况具体如下：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6月 30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账面余

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

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

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

额

坏账

准备

应收账款：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

司

- - - - 17.34 0.17 52.35 0.52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4.95 0.05

中国黄金集团石湖矿业有限公司 - - - - 3.69 3.69 3.69 2.95

河南金渠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 - - - 0.47 0.47 0.47 0.38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4,

318.25

43.18 2,211.66 22.12 2,017.73

20.1

8

2,526.33 25.26

合计

4,

318.25

43.18 2,211.66 22.12 2,039.23

24.5

1

2,587.79 29.16

预付款项：

中国金域物资有限公司 - - - - - - 6.49 -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 - - - 1.00 - 1.00 -

中国黄金报社 - - - - - - 0.40 -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 - - 130.70 - - -

中国黄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 9.53 - - - - -

合计 - - 9.53 - 131.70 - 7.88 -

其他应收款：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

司

- - 11.30

11.3

0

11.30 10.82

长春黄金研究院 - - - - 10.00 10.00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12.06 12.06 12.06 12.06 12.06 9.65 12.06 6.03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 - - - 10.21 0.10 287.27 10.30

中国黄金河南有限公司 - - - - 5.50 0.06 - -

中国黄金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 - - - 82.71 0.83 -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16.00 13.80 16.00 8.00 16.36 4.81 21.23 4.10

合计 28.06 25.86 28.06 20.06 138.13 26.74 341.85 41.25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账款规模较小，主要为公司电商渠道与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开展电商业务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

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项整体规模相对较小。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应付账款：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 - 128.82 83.69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 - 132.65 232.65

中国金域物资有限公司 - - 109.70 -

合 计 - - 371.18 316.34

预收账款：

潼关中金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 - - 1.60

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司 - - - 0.00

合 计 - - - 1.60

其他应付款 ：

中国黄金报社 - - - 9.72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 - 24.79 -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503.78 - 828.28 828.28

中国金域黄金物资有限公司 650.84 650.84 650.84 650.84

中国黄金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4.99 - - -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22.26 -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2.45 - 3.00 4.72

合 计 1,212.07 673.11 1,506.92 1,493.56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应付款项规模均较小，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

有限。

（3）关联方财务公司存款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 16.01 161,394.61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

余额为 0。

5、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分析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金额分别为 716.48 万元、250.71 万

元、403.67 万元和 15.82 万元，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3%、0.01%、

0.01%和 0.00%， 发行人关联采购商品主要为白银原材料以及因厂房建设而

采购的设备，定价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报告期内，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金额分别为 792.39 万元、777.96 万

元、1,002.01 万元和 311.81 万元， 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3%、

0.02%、0.03%和 0.02%，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金额主要为发行人办公场所之

物业管理费，定价较为公允。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常性关联销售中大部分为发行人与京东集团之间的

交易，占经常性关联销售的比例分别为 99.43%、99.90%、99.99%和 99.98%，

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京东集团 销售商品 28,529.95 44,118.35 23,620.88 12,798.02

经常性关联销售合计 28,535.44 44,128.73 23,643.80 12,871.92

占经常性关联销售总额的比例 99.98% 99.99% 99.90% 99.43%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1.85% 1.15% 0.58% 0.46%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京东集团销售产品的定价方式为“中国黄金实时基

础金价 + 固定加价” ，中国黄金实时基础金价随上海黄金交易所标准金价变

动而变动，与发行人向其他客户所销售产品的定价模式一致。报告期内，发行

人对京东集团销售商品的平均销售单价与发行人整体平均销售单价的对比

情况如下：

平均销售单价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黄金产品

（元 /克）

K金珠宝类产品（元

/件）

黄金产品

（元 /克）

K金珠宝类产品（元

/件）

京东集团 326.60 298.82 282.40 605.58

整体平均销售单价 337.52 1,057.13 284.37 517.79

（续）

平均销售单价

2018年度 2017年度

黄金产品

（元 /克）

K金珠宝类产品（元

/件）

黄金产品（元 /克）

K金珠宝类产品（元

/件）

京东集团 241.04 126.50 241.53 267.38

整体平均销售单价 240.61 644.37 238.95 1,358.71

对于黄金产品，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京东集团的销售单价与公司同类产品

平均销售单价较为接近，2017 年度、2018 年度略高于整体平均销售单价主

要系发行人大客户渠道中毛利较低的大额金条批发业务收入占比较高，对发

行人整体平均销售单价影响较大；2019 年度，由于发行人大额金条批发业务

收入占比下降，黄金产品整体平均销售单价有所上升，略高于发行人对京东

集团平均销售单价。 总体而言，发行人对京东集团平均销售单价与整体平均

销售单价不存在较大差异。

对于 K 金珠宝类产品，报告期内发行人对京东集团的销售单价与公司同

类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差异较大， 主要原因系所销售产品的类型不同所致。

2017 年度、2018 年度， 发行人对京东集团的销售产品主要为铜制品和银产

品为主，产品单价较低，而发行人其他渠道所销售的 K 金珠宝类产品种类较

多，其中包含较高销售单价的钻石、玉产品等，因此平均销售价格较高。 2019

年以来，京东集团向发行人采购镶嵌类产品进行线上销售，而镶嵌类产品平

均售价较高，因此发行人对京东集团的平均销售单价较高。 2020 年以来，发

行人对京东集团所实现 K 金珠宝类产品的销售平均单价低于整体平均销售

单价主要系所销售产品不同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金额合计分别为 59.68 万元、29.93

万元、19.91 万元和 5.49 万元，金额较少，主要系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的加工

服务，定价参照发行人生产成本确定，定价较为公允。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20年

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 - 2,059.09

偶发性关联交易合计 - - - 2,059.09

占当期营业成本比例 - - - 0.08%

发行人与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的交易系发行人因中原制品厂房

建造而采购的厂房建设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规定，中

原制品委托北京求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中原制品之厂房建设项目开展招

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集体打分确定中国黄金集团建设有限公司中标。 综上，

发行人厂房建设供应商的选择经过公开招投标流程，价格公允，符合市场定

价规律。

（3）关联方财务公司存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情形，基本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 1-6

月

2019年 12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 16.01 161,394.61

经查阅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记录，访谈发行人财

务人员，核对发行人存款收入明细，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存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统一执行，与发行人在其他商业银行存款利

率一致，定价公允。

1）中国黄金集团财务公司情况

①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设立的合法性、审批设立情况及历史沿革

A．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设立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目前持有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9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 刘冰

注册资本 1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5月 12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5月 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经营金融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经营，范围详见批准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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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审批设立情况以及历史沿革

a．2015 年 5 月，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设立

2015 年 2 月 9 日， 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向北京银监局报送申请设立

材料，决定设立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12 日，北京银监局发布文件《北京银监局关于中国黄金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京银监复 [2015]270 号）， 批准财务公司开

业，并颁发《金融许可证》。

2015 年 5 月 1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的设立申请，并核发了注册号为 110000019099985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经核准，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

批准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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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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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时，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51,000 51.00

2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49,000 49.00

合 计 100,000 100.00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设立时经主管部门批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

于 2000 年 6 月发布并生效的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06 年 12

月修订）之规定，其设立合法合规。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设立时一

致，未发生变动。

②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经营及资金使用依法合规，不存

在经营风险

A．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的业务经营资质

根据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目前持有《金融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 L0211H211000001

住 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9号一层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 2015年 5月 12日

B．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

经北京银监局核准，根据《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中国黄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涉及资金使用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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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3）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4）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

贷款；（5）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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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8）对成

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9）从事同业拆借；（10）有价证券投资（固定

收益类）；（11）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业务。

根据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集团成员单位

提供存款、结算、贷款、票据贴现、融资租赁、委托贷款、信用鉴证等相关业务，

严格按照监管机构关于集团财务公司的相关规定要求开展业务及使用资金。

C．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公司报告期内经营及资金使用依法合

规，不存在经营风险

a．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已建立健全的运行制度和内控体系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关部门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

指引》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制订了《资金管理办法》、《存款准备金存取管理办法》、《单位存款管理

办法》、《结算业务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商业汇票承兑

管理办法》、《商业汇票贴现管理办法》、《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合规风险

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以规范业务

经营以及资金使用，避免潜在风险及运作风险。在部门设置上，中国黄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设立风险管理部、审计稽核部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对公司合规风

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把控。

b．中国财务公司协会评级结果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中国财务公司协会每年度对成员财务公司进行行业

评级，评级内容包括资金集中度、账户集中比例、结算存款比、结算手收支比、

贷款比例、财务贡献度、人均资产、资本充足率、资本补充能力、不良资产率、

贷款拨备率、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等方面。根据中国财务公司协会公布的

财务公司行业评级结果，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7 至 2019 年度均

获得 A 级评级。

报告期内，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经营合法合规，未受到重大行政

处罚。

综上，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已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资质证书，且

其经营业务内容业经银监主管部门核准， 其业务经营及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行业协会对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经营指标评价良好，被评为人行金融

统计 A�级单位，经营状况正常稳定。

2）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签订情况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为进一步严格规范发行人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之间关于存贷款业务的往来，发行人已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该协议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及定价公允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行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

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 自主决定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存

贷款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发行人对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

依法享有所有权，并可根据经营需要随时支取公司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的资金。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应保证发行人账户内资金的安

全，禁止除发行人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账户信息，冻结、划扣账户资金。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关

于存贷款服务、资金管理和调拨的相关约定如下：

①存款服务

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结算账户上各类存款月最高余额 （含累计结算利息）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且各类存款日均最高余额（含累计结算利息）小于日均贷款余额

（含累计贷款利息）。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时，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中国

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

类存款利率执行。

②贷款服务

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发行

人提供月贷款余额（含累计贷款利息）最高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服务时，贷款利率将不高于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就该类型贷款规定的利率上限，同时亦不高于国内主要商业银行

向发行人提供同期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定的利率。

③资金管理和调拨

自《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得

再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资金账户进行操作或其他安排。

3）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发行人已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依照协议约定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得通对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资金账户进行操作或其他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单位结算账户管理协议》、《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网上金融管

理系统服务协议》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发

行人对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依法享有所有权，并可根据

经营需要随时支取公司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中国黄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应保证发行人账户内资金的安全，禁止除发行人外的任何

单位或个人查询账户信息，冻结、划扣账户资金。

报告期内， 不存在发行人存放在集团财务公司的资金无法及时调拨、划

转或收回的情形。 自 2019 年以来，根据中国黄金集团相关批复，中国黄金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发行人的自动划款权限已取消，不存在将发行人闲置资金

强行划入的要求和行为。

4）委托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通过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的相关情形。

5）风险管理措施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发行人对存放于中国黄金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依法享有所有权，并可根据经营需要随时支取公司

存放于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得

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资金账户进行操作或其他安排。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应保证发行人账户内资金的安全，禁止除发行人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查

询账户信息，冻结、划扣账户资金。

在制度方面，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建立了《全面风险管理办法》、

《合规风险管理办法》、《内部稽核工作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操作管理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措施；发行人建立了《资金集中管理及会计核算

办法》、《货币资金管理制度》、《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办法》、《风险管理及内

部控制管理办法》、《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措施以保障资金安全，并对

控股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同时规定了正常业务往来相

关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监督机制、报告机制进行了规定。

在运行方面，根据发行人对风险管理的监控和评价，未发现中国黄金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发行人定期检查公司本部及下属

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杜绝了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良好，从未发生过中国黄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因现金头寸不足而影响发行人资金使用的情况。

同时，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在中国黄金集团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指导及监督下，制定年度审计计划，经分管领导批准后，

报审计委员会审核。审计稽核部按照年度计划开展审计工作，做好财务收支、

凭证稽核、对账、反洗钱等工作，定期向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汇报，并制定了

《合规风险管理办法》、《内部稽核工作管理办法》、《内部审计管理办法》、

《反洗钱内控管理办法》、《离任离岗审计办法》等制度，保障相关资金安全。

6）存贷款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情形，不存

在贷款的情况。

根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在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

时， 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

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执行。

报告期内，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要求按照市场化原

则以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 0.35%向发行人支付资金存放利息，发行

人在关联方财务公司存款的相关利息计提公允。

7）控股股东承诺情况

自 2020 年以来， 发行人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存在存贷款情

况。 针对上述事项，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针对发行人资金安全及关

联交易出具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防范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承诺》，承诺不会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占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资金，维护发行人的独立性，不损害发行人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4）关联租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的价格与周围可比写字楼、商铺租

赁价格的对比如下：

1）北京市房屋

①关联租赁

序号 承租人 出租方 坐落 面积(m2) 用途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北京中金鸿福

投资有限公司

中金珠宝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柳

荫公园南街 1号

20 办公 2018年 8.00

2

公司、中金珠宝

北京

中国黄金

集团

北京市东城区柳

荫公园南街 1号

5,481.89 办公

2017年

8.002018年

2019年

3 公司、营销公司

中国黄金

集团

北京市东城区柳

荫公园南街 1号

1,419.24

办公、独

立门店

2017年

8.002018年

2019年

4 公司

中国黄金

集团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62.685 办公 2019年 5.00

②可比写字楼、商铺租赁

序号 租赁地址 房屋类型 面积（m2） 时间 资料来源

租赁价格

（元 /�m2/

天）

1 皇城国际中心 写字楼

416.00 2017年 房天下、安居客 8.10

416.00 2018年 房天下、安居客 8.22

416.00 2019年 房天下、安居客 8.22

2 雍和大厦 写字楼

4,000.00 2017年 房天下、安居客 7.80

4,000.00 2018年 房天下、安居客 7.90

4,000.00 2019年 房天下、安居客 7.90

3

北京市

安定门

商铺

300 2017年 链家、我爱我家 7.00

300 2018年 链家、我爱我家 7.40

300 2019年 58同城 7.41

4 亦庄国际中心 写字楼 315.00 2019年 58同城 5.20

5 亦城财富 写字楼 160.00 2019年 房天下 4.98

2）河南省房屋

①关联租赁

序号 承租人 出租方 坐落 面积（m2） 用途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中金珠宝

郑州

中国黄金河

南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

10号中国黄金河南

公司办公楼七楼 701

房间

60 办公

2017年 2.19

2018年 2.68

2019年 2.82

2

中金珠宝

郑州

中国黄金河

南有限公司

郑州市文化路 10号

一楼办公楼大门以南

门面房

284.6

独立门

店

2017年 5.15

2018年 5.41

2019年 5.68

②可比写字楼、商铺租赁

序号 租赁地址 房屋类型 面积（m2） 时间 资料来源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郑州市优胜北

路文化路芯互

联大厦

写字楼

123 2017年

安居客

2.70

123 2018年 2.75

123 2019年 2.80

2

郑州市文化路

任寨北街

商铺

100 2017年

58同城

5.21

100 2018年 5.68

100 2019年 5.78

3）江苏省房屋

①关联租赁

序号 承租人 出租方 坐落 面积（m2） 用途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中金珠宝

江苏

中国黄金集

团

南京市秦淮

区蓿园大街 7

号

915.94

办公、独立

门店

2017年 1.30

2018年 1.35

2019年 1.35

②可比写字楼、商铺租赁

序号 租赁地址 房屋类型 面积（m2） 时间 资料来源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南京市秦淮区月

牙湖华联超市

（苜蓿园大街

店）

商铺

380 2016年 我爱我家 1.35

350 2017年 我爱我家 1.40

415 2018年 我爱我家 1.45

415 2019年 58同城 1.50

2

南京市秦淮区苜

蓿园大街 101号

商铺

430 2017年 链家 1.42

550 2018年 链家 1.50

415 2019年 赶集网 1.65

4）上海市房屋

①关联租赁

序号 承租人 出租方 坐落

面积

（m2）

用途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中金珠

宝上海

中国黄金集

团上海有限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路 568

号中金上海大厦 A座 7楼

A709-714

1,347 办公 2019年 7.60

②可比写字楼、商铺租赁

序号 租赁地址 房屋类型 面积（m2） 时间 资料来源

租赁价格

（元 /�m2/天）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成

路

写字楼 2,000 2019年 赶集网 6.67

2

上海市浦东区博成路

央企总部园

写字楼 1,000 2019年 58同城 8.00

综上，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租赁价格与相关房产周围可比写字楼、商铺

的租赁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情形，发行人关联租赁价

格公允。 ”

6、与关联方存在共同供应商、共同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除中国黄金集团以及中金黄金外，不存在发行人之关联方与

发行人每年前 10 大客户 / 供应商交易金额超过 300.00 万元的情形。 中国黄

金集团以及中金黄金与发行人前十大客户 / 供应商存在交易往来的系上海

黄金交易所。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是中国唯一经

国务院批准、专门从事黄金交易的国家级市场。 中国黄金集团作为我国大型

黄金生产企业，其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采矿、冶炼和黄金商贸，其下属公司主营

业务涵盖黄金冶炼、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 中金黄金（600489.SH）是中国

黄金集团之控股的上市公司，集黄金采、选、冶、加工综合配套能力的大型黄

金企业，生产有高纯金、标准金、电解银、电解铜和硫酸等多种产品。

中国黄金集团以及中金黄金与发行人存在供应商 / 客户重叠的情形主

要系由于我国黄金交易的特殊性所致，所有标准金的买卖需通过上海黄金交

易所进行。 中国黄金集团、中金黄金以及发行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之交易定

价依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开的市场交易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影响发行人

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2019 年 8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

认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

决。 2019 年 9 月 12 日，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0 年关联

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2020 年 4

月 17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关联交

易及预计 2020 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董事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均回避了表决，关联股东

在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均回

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未对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情况以及关联

交易决策程序发表不同意见。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过程与《中国黄

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符。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报告期

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允。

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简介

1、董事

（1）董事构成

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独立董事 3 名。 公司董事由股东

大会选举或更换，每届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公司董事会成

员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位 选聘情况 提名人 本届任职期间

陈雄伟 董事长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国黄金集团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王琪 董事、总经理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国黄金集团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王雯 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国黄金集团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魏浩水 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国黄金集团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方浩 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证投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李晓东 董事、副总经理

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宿迁涵邦 自 2019年 5月至 2021年 6月

贺强 独立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董事会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闫梅 独立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董事会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吴峰华 独立董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董事会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年 6月

（2）董事简历

陈雄伟，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

级黄金投资分析师、工程师，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国家“十一五” 、“十二

五” 全国黄金行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珠宝行业领军人物” 。 其主要经历如下： 1983 年 -1998 年，

历任中国黄金总公司基建处职员、 副处长、 山东省莱州市副市长。 1998 年

-2006 年，历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物资管理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市场营

销部经理、营销总监兼市场证券部经理。 2006 年 -2008 年，历任中金黄金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 年

-2012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

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 -2018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

长；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

王琪，女，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

会计师。 其主要经历如下：1990 年 -2003 年，历任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计财

处会计、计划财务部副主任；2003 年 -2012 年，历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中心财务处副处长、计划财务部主任，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财务负责人、

财务部经理、市场交易部主任、副总经理；2012 年 -2018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

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

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雯，女，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其主

要经历如下：1998 年 -2000 年， 任龙电期货公司交易部专员；2000 年

-2007 年，历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证券部业务主管、业务经理、副经

理；2007 年 -2017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市场营销部业务专员、结算交

易处处长、自营业务管理处处长；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营

销管理部副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魏浩水，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其

主要经历如下：1989 年 -1991 年， 任北京冶金设备制造厂财务部会计员；

1991 年 -2000 年，历任中国黄金总公司财务部专员、计财部助理业务主管、

审计监察部副主任；2000 年 -2018 年， 历任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

计部业务主管、副总会计师、经理、总会计师；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

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方浩，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其主

要经历如下：2000 年 -2017 年， 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

总监、执行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2017 年 -2019 年，任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董事，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 年至今，

任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李晓东，男，196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 其主要经历如下：1993 年 -1999 年， 任北京工业信息中心工程师；

1999 年 -2004 年，任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软件部销售经

理；2004 年 -2006 年， 任北京网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 -2012

年，任中国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 年 -2018 年，任中国黄金

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贺强，男，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其主要

经历如下：1982 年至今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任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中国黄金

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闫梅，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其主要

经历如下：1999 年 -2001 年， 任北京同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2001 年

-2005 年，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2005 年 -2008 年，任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经理；2008 年 -2010 年，任联合

泰信（北京）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2010 年 -2018 年，任北京君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 年至今，任北京君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峰华，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其主

要经历如下：1996 年 -2002 年，任沈阳瑞禾珠宝有限公司总裁；2002-2018

年，任深圳市大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同泰富珠宝首饰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2018 年至今，任深圳市大凡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

市同泰富珠宝首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现有兼职情况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

2、监事

（1）监事构成

公司现任监事 5 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名，具体组成人员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选聘情况 提名情况 本届任职期间

王万明 监事会主席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中国黄金集团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

年 6月

蒋云涛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大会 职工大会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

年 6月

李伟东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大会 职工大会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

年 6月

郎波 股东代表监事

创立大会暨第一次

股东大会

嘉兴融勤

自 2018年 6月至 2021

年 6月

王正浩 股东代表监事

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雾荣投资

自 2019年 1月至 2021

年 6月

（2）监事会成员简历

王万明，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其

主要经历如下：1995 年 -2000 年，历任河北金厂峪金矿财务处会计、全面预

算办公室副主任、资产管理部主任；2000 年 -2011 年，历任中金黄金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部业务主管、副经理，财务部财务管理处处长；2011 年 -2018 年，

历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高级业务经理、预算管理处处长、资产财

务部副总经理；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总经

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蒋云涛，男，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其主

要经历如下：1996 年 -2001 年，历任江中日化销售有限公司营销副总、消费

品事业部总经理；2001 年 -2002 年， 任中太数据通信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

理；2002 年 -2006 年， 任广西灵峰药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2006 年 -2008

年，任中金黄金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 年 -2014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

团营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 年 -2018 年，任中国黄金

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2018 年至今， 任中金珠宝 （天

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李伟东，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黄金投资分析师。 其主要经历如下：1999 年 -2006 年，任民政部干部管理学

院讲师；2006 年 -2012 年， 历任中国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部经

理、营销部经理；2012 年 -2014 年，历任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有限公司加

盟管理一部总经理、加盟管理二部总经理；2015 年 -2018 年，历任中国黄金

集团黄金珠宝（北京）有限公司加盟管理三部总经理、加盟管理一部总经理、

加盟管理部（一区）总经理；2018 年至今，任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北京）

有限公司加盟管理部（一区）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下转 A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