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18-023 

 1 / 9 

证券代码：832970        证券简称：东海证券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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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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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是关于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

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东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审批，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请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确认。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关联方 关联方简介 关联关系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1,627.7243 万元，注册地常州，经营范围：

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

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

事银行卡业务；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外汇汇款；结汇、售汇；提供

外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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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董事任董

事的企业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经营范围：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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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营企业 

东海瑞京资产管理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经营范围：特定客户 董监高兼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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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深圳市东海天富投

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深圳，经营范围：投资管

理；股权投资。（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

管理等金融、证券业务，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及发行基金管理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

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联营企业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常

州，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

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财产保险代理（凭许

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工业生产资料（除专项规定）、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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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董监高兼职

企业 

常州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常州市常信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市常信鑫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常州市市民卡建设

有限公司 

常州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常州信辉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江苏安瑞达新材料

有限公司 

新疆信辉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常州市福隆汽车修

理有限公司 

常州长城驾驶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中胜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经营范围：资产

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除经纪），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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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董事兼职企业

（该董事已于 2016

年 10 月从公司离职）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重庆，经营范围：从事

投资业务（不含金融及财政信用业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

资质证书执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销售摩托车配件、汽车配

件、机电产品、建筑材料及建筑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

钢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燃料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矿产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金属材料、针纺织品，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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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董事兼职企业

（该董事已于 2016

年 10 月从公司离职） 

重庆硕润石化有限 注册资本 58,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重庆，经营范围：销售化 公司原董事兼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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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

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企业管理咨询；商品信

息咨询；零售汽油、柴油（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在许可核定的范围和期限内经

营，未取得许可或超过许可核定范围和期限的不得经营） 

（该董事已于 2016

年 10 月从公司离职） 

苏州寒山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苏州，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商品房销售、出租；提供相关物业及附属设施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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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监事兼职企业

（该监事已于 2017

年 9 月从公司离职） 

铧龙（上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上海，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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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营企业 

山西榆次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晋中市，经营范围：吸收

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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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银行借记卡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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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董事兼职企业

（该董事已于 2018

年 1 月从公司离职） 

张亦斌 原公司 5%以上股权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2016 年一季度后不

再为公司 5%以上股

权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预审。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以“同意票陆票，

反对票零票，弃权票零票”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科

敏先生、陈耀庭先生、袁怀东先生、陆建荣先生回避表决。 

3、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须获得公司 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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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二)关联关系 

详见“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元） 发生金额（元）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财务顾问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16,000,000.00  

为关联方担任管理人的企业

资产证券化等业务提供财务

顾问服务。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4,000,000.00  

为关联方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银行资产证券化等提供财务

顾问服务。 

主承销业

务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4,000,000.00  

为关联方的企业资产证券化、

银行资产证券化等提供承销

服务。 

债券交易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000,000,000.00 1,180,000,000.00 

公司与关联方以约定价格转

让债券所有权，包括一级分销

及二级交易。 

山西榆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610,100,000.00 

公司与关联方以约定价格转

让债券所有权，包括一级分销

及二级交易。 

债券回购

交易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0.00  
质押或买断式回购交易，本公

司支付利息。 

山西榆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3,047.41 
质押或买断式回购交易，本公

司支付利息。 

同业信用

拆借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00  

本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同业信

用拆借业务，本公司支付利

息。 

期货经纪

业务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00  

东海期货为关联方管理的公

募产品和专户产品提供期货

经纪服务，收取手续费收入。 

交易单元

出租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52,000,000.00 7,366,222.00 

关联方租用本公司交易单元

所产生的席位租赁费。 

投资顾问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30,000,000.00  

为关联方提供投资顾问服务，

本系列业务产生投资顾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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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元） 发生金额（元）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有限公司 收入。 

资产管理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350,000.00 475,563.78 
本公司的资管计划投资于关

联方的专项资管计划。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400,000.00 198.11 

本公司的资管计划投资于关

联方的产品以及关联方投资

于本公司的资管计划等。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关联方认购（申购）本公司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 5,000,000.00 

东海期货自有资金购买关联

方产品。 

金融产品

交易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00,000.00  

本公司资管计划与关联方之

间就发行、承销或持有的债券

及其他证券、金融产品（工具）

等进行的出售或购买、转让、

回购或赎回交易。 

代销金融

产品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500,000.00  
关联方代销本公司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240,000.00 

 

东海期货代销关联方公募和

基金专户产品。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1,325,300.71 

代销关联方发行的若干个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产生代销收

入。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0 28,251.65 

包括持续代销及 2017 年预计

新增代销关联方基金所产生

的认购、申购、赎回及其他销

售费用。 

融资业务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7,000,000.00  

关联方参与东海证券开展的

两融收益权转让、发行收益凭

证等融资业务。 

房屋租赁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1,640,232.62 1,562,126.28 

关联方租赁公司 504.92 平方

米房屋作为办公场地，租期 3

年，租赁价格 8.9 元每平方米

每天，不低于对外出租平均价

格，本项预计金额为 2017 年

度租金。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194,910.00 604,987.60 

关联方租赁公司 60 平方米房

屋作为办公场地，租期 3 年，

租赁价格 8.9 元每平方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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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元） 发生金额（元）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天，不低于对外出租平均价

格，本项预计金额为 2017 年

度租金。 

张亦斌 306,000.00 76,500.00 

东海期货苏州营业部租赁张

亦斌房产作为营业部经营场

所使用，支付的房屋租赁款。 

代理买卖

证券业务 

常州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66,674.11 

为关联方提供代理买卖证券

业务，本系列业务产生佣金收

入以及其他收入。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50,000,000.00 351,636.82 

常州市常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358.64 

常州市常信鑫

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989.31 

常州市市民卡

建设有限公司 
 29,426.42 

常州市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9,908.57 

常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327,270.52 

常州信辉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424.53 

铧龙（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74,237.80 

江苏安瑞达新

材料有限公司 
 12.36 

上海中胜达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41,063.23 

深圳市东海天

富投资有限公

司 

 83.96 

苏州寒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847.95 

新疆信辉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16,4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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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金额（元） 发生金额（元）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重庆东银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5,656.23 

重庆硕润石化

有限责任公司 
 34.84 

关联自然人  75,321.76 

场外期权

费 

铧龙（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12,524.00 
本公司购买关联方的场外期

权，支付的期权费。 

购买和赎

回资管产

品 

常州市常信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7,114,000.00  

购买和赎回资管产品 

常州市常信鑫

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006,926,456.05  

常州市福隆汽

车修理有限公

司 

  109,476,510.72  

常州长城驾驶

服务有限公司 
  149,650,846.30  

江苏江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800,000,000.00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东海瑞京资产

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13,905,639.68  

关联自然人   115,156,866.25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如下： 

（1）交易单元出租：参照证券公司与基金公司席位租赁的行业

惯例进行，席位租赁费即为该席位上进行证券交易所产生的交易手续

费，手续费率参照市场平均水平执行。 

（2）金融产品及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的手续费率在金融产

品代销市场的代销手续费率的平均价格范围内予以定价，基金代销手

续费率参照行业基金代销手续费率的平均价格水平予以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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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交易：按照债券交易时适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费率定

价。 

（4）债券回购交易：回购利率定价按照行业惯例，以当日银行

间市场相应期限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为基准，在当日市场正常范围

内确定。 

（5）同业信用拆借：参照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6）房屋租赁：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 

（7）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参照同类业务的市场公允价值定价。 

（8）资产管理：根据业务开展期间市场同类型资产管理业务的

平均价格水平确定管理费、业绩报酬标准。 

（9）主承销业务：参照业务发生时市场具体价格水平及行业惯

例予以定价。 

（10）期货经纪业务：参照同类业务的市场公允价值定价。 

（11）购买和赎回资管产品：按产品合同定价。 

（12）财务顾问、投资顾问：参照业务发生时市场具体价格水平

及行业惯例予以定价。 

（13）金融产品交易：参照同行业公允价值定价。 

（14）融资业务：参照同类业务的市场公允价值定价。 

（15）场外期权费：参照同类业务的市场公允价值定价。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本系列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需要，并将为公司

带来一定的合理收益。本系列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定价符合市场

定价的原则，且交易过程透明、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权

益的情形。本系列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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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系列关联交易是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

需要，对公司业务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超出的累计金额及超出预计金额的原因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部分超出原预计金额。

2017年度超过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予以补充确认，并将提请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补充

确认，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