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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666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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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额度 

授信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方授信限额为 16 亿元，单个关联

集团授信限额为 27.6 亿元。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方授信限额为 6 亿元，单个关联集

团授信限额为 23 亿元。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方授信限额为 7.5 亿元，单个关联

集团授信限额为 17.15 亿元。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方授信限额为 5 亿元，单个关联集

团授信限额为 23.027 亿元。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方授信限额为 10 亿元，单个关联

集团授信限额为 20 亿元。 

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子公司 总额不超过 5 亿元。 

关联自然人 总额不超过 2.1 亿元。 

小计 117.877 亿元 

提供服务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集团房屋租赁费用为314.49万元。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 单个关联集团房屋租赁费用为 67.33 万元。 

小计 381.82 万元 

其他 
澳洲联邦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作为保兑行的保兑信用证业

务金额，2,500 万美元。 

小计 2,500 万美元 

注：在执行《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基础上，公司根据会计准则

和审计机构建议，将澳洲联邦银行作为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额度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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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 9月 30日，注册

资本 745,140万元，法定代表人聂军，注册地址为济南市历下区经十

东路 10567号。主营业务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土地

整理、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设施租赁，建设投资咨询，国

内广告业务，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开发和咨询。 

（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9 月 25 日，注册资本

491,201.6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希勇，注册地址为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

号，主营业务范围为煤炭采选、销售，矿区自有铁路货物运输等。 

（三）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11月 4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吴立春，注册地址为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世纪财富

中心 AB座二层，主营业务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室内外装饰、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四）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年 5月 6日，注册资本 420,7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薄涛，注册地址为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21号，

主营业务范围为钢铁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水泥制品、水渣、

标准件、锻造件、铝合金、耐火材料等。 

（五）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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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 5月 20日，注册资本

102,628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伯芝，注册地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华奥路 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主营业务为公路运输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机械加工；科技开发、咨询及售后服务；

润滑油销售；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限本集团的进出口公司）。 

（六）关联自然人 

1. 公司的内部人，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总行和分行（中心

支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决定或者参与公司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

他人员； 

2. 公司的主要自然人股东，即持有或控制公司 5%以上股份或表

决权的自然人股东； 

3. 公司的内部人和主要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 

4. 公司的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关键

管理人员。本项所指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包括公司的内部人与主要

自然人股东及其近亲属直接、间接、共同控制或可施加重大影响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七）澳洲联邦银行 

澳洲联邦银行成立于 1911年，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综合金融服务

机构，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美国和亚太地区都设有分支机

构。澳洲联邦银行的产品及服务包括零售业务、公司业务、机构业务、

基金管理、养老年金、保险和投资业务等。 

（八）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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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 26日，注册

资本 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江，注册地址为河北省成安县政府街

西段路南。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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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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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磁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 23日，注册

资本 4,200万元，法定代表人康霞，注册地址为河北省磁县友谊北大

街路西 1幢。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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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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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登封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 6月 23日，注册

资本 7,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苏明，注册地址为登封市嵩山路北段负

一巷 1号。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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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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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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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邯山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马文伟，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

东环南大街 178号、180号、182号商铺。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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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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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 2月 22日，注册

资本 1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汪加享，注册地址为济源市济水大街

东段 66号。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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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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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魏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 26日，注册

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晓霞，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魏县望远大

街南段路西 5号地上多层商住楼一、二层。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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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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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8-012 

6 / 9 

（十四）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兰考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年 6月 23日，注册

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于兆东，注册地址为河南省兰考县中原

路北段西侧。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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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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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栾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 30

日，注册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申建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石

家庄市栾城区太行南大街与宏远路交口东南角 B区。主营业务为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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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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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渑池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2年 5月 24日，注册

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郝玺，注册地址为渑池县新华国际小区

2#-04、2#-05商铺。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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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

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

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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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涉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年 6月 26日，注册

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保良，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

涉城镇龙山大街君子居小区商 2-04。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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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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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温县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 6月 28日，注册

资本 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斌，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温县温泉镇黄

河路与慈胜大街交汇处天赐华府东区 9号楼 A.B户。主营业务为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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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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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辛集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 20日，注册

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申建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辛集市安定

大街 1号。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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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

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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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伊川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2年 4月 10日，注册

资本 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宋栓来，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洛阳市伊川

县文化北路东侧 132号。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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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借；

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

项；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十一）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永城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 6月 28日，注册

资本 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兵，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永城市欧亚路

欧亚阳光花园南门 1#2#3#商铺。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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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

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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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永年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 5月 23日，

注册资本 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丽丽，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区迎宾大街滏阳金池小区 1-2门市。主营业务为吸收公众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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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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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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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分为一般关联交易、重大关联交易。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正常银行授信业务、服务以及正常的国际业务合

作，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审议程序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及出席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非关联董

事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