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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客家村镇银行股份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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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年发

生金额 

2020年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 - - - 

出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 - - - 

委托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 - - - 

接受关联人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 

其他 

同业存放、存放同业、

为客户提供担保、提

供安保服务及现金清

分服务、贷款授信、

房屋租赁 

7,357,650,000 5,500,000,000 受同业业务的监管

政策限制，2021年

预计增加关联方的

同业业务。预计增

加农业企业及小微

企业信贷投放力

度。 

合计 - 7,357,650,000 5,500,000,000 - 

公司 2020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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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新疆巴州库尔勒市人民东路 8

号（铜锣湾广场），为国有资产管理企业，法定代表人刘建民，主营吸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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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银行卡业务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业务。 

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3560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预计 2021年公司与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存放同业业务金额

不超过 1,500,000,000元，发生同业存放业务金额不超过 1,500,000,000

元。 

2、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新疆巴州库尔勒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2468号人才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建民，主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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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银行卡业务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业务。 

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同由库尔勒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设立，库尔勒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31%的股份。 

预计 2021年公司与新疆库尔勒富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存放

同业业务金额不超过 1,500,000,000元，发生同业存放业务金额不超过

1,500,000,000元。 

3、梅州客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苑 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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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楼（原梅江区农村信用社营业部），法定代表人余强，主营为企业及个

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和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

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投资实业。 

梅州客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人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 

预计 2021年梅州客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金额不

超过 500,000,000元。 

4、梅州市中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华南大道，法定代

表人刘敬欢，主营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

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

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投资实业。 

梅州市中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人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 

预计 2021年梅州市中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金额

不超过 800,000,000元。 

5、梅州粤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富奇路 159号，法定

代表人李自良，主营为保安服务；劳务派遣；劳务承包；生产、销售：电

子产品、日用百货；食品生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网络系统集成；销

售：成品油、煤炭、钢材、保安用品、保安器材、消防器材，保安设备、

服装；保安培训（由分支机构经营），防护犬只训养，销售、开发、租赁、

安装、维护、承接：电子监控、防盗、报警系统工程、卫星定位设备、电

子计算机、电子软件，职业技能鉴定、培训、咨询，为社会提供社区服务、

人力资源培训服务、公益服务、公共服务、为政府部门提供事务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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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辅助性业务的外包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其它外包服务、清分整点业

务，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梅州粤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出资人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 

预计 2021年梅州粤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安保服务、现金清

分服务金额不超过 3,900,000元。 

6、广东客安保安押运有限公司，住所位于五华县水寨镇公园新村（巡

警大队旁），法定代表人唐龙，主营为武装守护押运；销售：保安器材、消

防器材，保安设备；为政府部门提供事务性、技术性、辅助性业务的外包

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其它外包服务；清分整点业务。 

广东客安保安押运有限公司出资人与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 

预计 2021年广东客安保安押运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安保服务金额不

超过 3,000,000元。 

7、广东客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华南大道 20号办

公大楼 801房，法定代表人刘敬美，主营为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的组织及

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体育场馆、会所管理；会展会务服务；体育、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赛事。 

广东客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是公司是董事关联企业。 

预计 2021年公司为广东客银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

不超过 10,000,000元。 

8、梅州市绿金农业有限公司，住所位于五华县河东镇洋坑村禾尚田林

场，法定代表人刘文献，主营为农业、林业种植；农产品批发、零售；销

售：农用机械、农具、化肥、农药；食品生产、加工；食品销售；农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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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园林绿化；园艺设计；林业开发；水产品养殖；旅游开发；农业信息

咨询。 

梅州市绿金农业有限公司是公司董事关联企业。 

预计 2021年公司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9,800,000元。 

9、梅州市梅县区美乡种养专业合作社，住所位于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

车陂村车陂岗，法定代表人周金苑，主营为组织采购、供应成员所需的生

产资料；组织收购、销售成员及同类生产经营者生产的产品；开展成员所

需的运输、贮藏、加工、包装等服务；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开展与农业

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培训、技术交流和咨询服务。 

梅州市梅县区美乡种养专业合作社是公司董事关联企业。 

预计 2021年公司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9,400,000元。 

10、梅州市客美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位于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苑 88号

综合楼 1号店，法定代表人叶晶晶，主营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

销售；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运输；农产品贮藏；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

术、信息服务；种植业。 

梅州市客美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公司董事关联企业。 

预计 2021年公司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4,900,000元。 

11、梅州市宏德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

湾下第十五村 13号，法定代表人吕祥，主营为批发：汽车、摩托车及零配

件。 

梅州市宏德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的交易对手与公司董事关联。 

预计 2021年公司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4,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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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梅州市来福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住所位于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

湾下第十五村 11号，法定代表人颜宏忠，主营为批发：汽车、摩托车及零

配件。 

梅州市来福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的交易对手与公司董事关联。 

预计 2021年公司为该公司提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9,800,000元。 

13、李智能先生系公司董事近亲属，与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关系，预计

2021年房屋租赁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00元。 

14、李锡林先生系公司董事近亲属，预计 2021年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授

信金额不超过 300,000元。 

15、李吉先生系公司董事近亲属，预计 2021年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授信

金额不超过 450,000元。 

16、邱丽琴女士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预计 2021年公司为其提

供贷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500,000元。 

17、杨春灵女士系公司授信人员近亲属，预计 2021年公司为其提供贷

款授信金额不超过 300,000元。 

18、陈珊珊系公司授信人员近亲属，预计 2021年公司为其提供贷款授

信金额不超过 100,000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日常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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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强、王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

在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行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照市场方式确定，

遵循本行对应的贷款利率、存贷利率或同业业务的相关利率，定价公允合

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

因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管理层在 2021 年

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根据实际业务展开的需要签订相关协议，对

关联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预计发生额等事项予以明确约定。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方交易有利于本行优化存贷比，提高本行生息资产的生息率，

有利于增加本行资产规模，对本行经营发展有积极作用。该项关联交易的

定价合理，没有损害本行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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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

本行造成不利影响。本行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

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导致本行对关联方产生较大依赖，不会对

本行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导致本行与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梅州客家村镇银行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梅州客家村镇银行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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