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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盛泉养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 2020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及超出预计金额的 

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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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是追认 2020 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及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

关联交易。 

1、根据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及实际发生情况，公司 2020 年

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超出预计金额 2,814,960.38 元，其中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超过预计部分的议案》，补充确认关联交易 250,000.00

元。 

2、公司本次追认 2020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合计 14,091,730.43 元。其中接

受荣成盛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 16,099.40 元、接受上海盛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服务 591,209.00 元、接受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服务

7,175,200.00 元、为济南市天桥区盛泉晚晴老年公寓提供养老培训 107,693.72

元、为荣成市虎山镇盛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61,537.04

元、为荣成市桃园街道嘉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46,153.84

元、为荣成市人和镇新兴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劳务 30,769.24 元、为

荣成市人和镇向阳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30,769.24 元、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街道龙凤社区盛泉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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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3.84 元、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46,153.84 元、为荣成市崖头街道府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30,769.24 元、为荣成盛泉养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80,188.68 元、为

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44,861.32 元、为荣成颐盛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提供劳务 943,396.23 元、承租山东盛泉幸福家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养老

床位及房产 2,299,680.00 元、承租荣成盛泉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床位

及房产 2,541,095.80 元。 

上述关联交易发生时未及时履行决议程序。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追认 2020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及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关联董事邱龑模先生、邱世杰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200 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20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龑模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管道安装，装饰装修，制造销售水泥制品  

关联关系：盛泉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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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荣成盛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海湾南路 88 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海湾南路 8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马越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200 万元 

主营业务：职业介绍，劳务派遣，人力资源代理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盛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公司，盛泉

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上海盛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8 弄 31 号 12 楼 1201 室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8 弄 31 号 12 楼 12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邱世杰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  

关联关系：上海盛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的子公司，盛泉集团为本

公司的母公司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虎山镇邱家村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镇邱家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春模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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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管道安装，房屋建筑，混凝土搅拌  

关联关系：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的子公司，盛泉集团为本

公司的母公司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济南市天桥区盛泉晚晴老年公寓 

住所：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梁府小区一区 11-4 号  

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梁府小区一区 11-4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张发明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5 万元 

主营业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娱乐  

关联关系：济南市天桥区盛泉晚晴老年公寓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市虎山镇盛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住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道北盛泉海滨城 6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道北盛泉海滨城 6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宋国通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10 万元 

主营业务：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市虎山镇盛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市桃园街道嘉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住所：荣成市石岛盛泉建材城 6 号 7 号  



公告编号：2021-016 

注册地址：荣成市石岛盛泉建材城 6 号 7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刘文明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市桃园街道嘉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

司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市人和镇新兴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住所：荣成市人和镇盛泉颐盛家园 10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人和镇盛泉颐盛家园 10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宋厚葛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市人和镇新兴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市人和镇向阳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住所：荣成市人和镇盛泉颐盛家园 27、30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人和镇盛泉颐盛家园 27、30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徐大龙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市人和镇向阳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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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0.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街道龙凤社区盛泉养老服务中心 

住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路附 28 号三楼四楼  

注册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路附 28 号三楼四楼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宋杰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助浴服务、助洁服务  

关联关系：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街道龙凤社区盛泉养老服务中心为盛泉

集团有限公司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住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活动中心  

注册地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活动中心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徐大龙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为老年人提供日间托养、短期托养、居家养老服务  

关联关系：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

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市崖头街道府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住所：荣成市德清街 9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德清街 9 号 

企业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于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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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3 万元 

主营业务：老人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健身娱乐、餐饮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市崖头街道府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为盛泉集团有限公

司发起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盛泉养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124 号楼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124 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启光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养老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盛泉养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盛

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颐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虎山大街 200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大街 20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贺文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50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服务，建筑机械设备租赁，场地准备活动  

关联关系：荣成颐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孙公司，盛泉集

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盛泉幸福家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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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122 号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镇虎山大街 122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培海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营业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山东盛泉幸福家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

控股公司的子公司，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1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荣成盛泉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荣成市虎山镇盛泉小区 122 号楼  

注册地址：荣成市虎山镇盛泉小区 122 号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邱世杰 

实际控制人：邱龑模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关联关系：荣成盛泉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盛泉集团为本公司的母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采取市场价格交易，关联交易均遵

循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且公司独

立性未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及实际发生情况，公司 2020 年

为盛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超出预计金额 2,814,960.38 元，其中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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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超过预计部分的议案》，补充确认关联交易 250,000.00

元。 

2、公司本次追认 2020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合计 14,091,730.43 元。其中接

受荣成盛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务 16,099.40 元、接受上海盛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工程服务 591,209.00 元、接受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服务

7,175,200.00 元、为济南市天桥区盛泉晚晴老年公寓提供养老培训 107,693.72

元、为荣成市虎山镇盛泉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61,537.04

元、为荣成市桃园街道嘉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46,153.84

元、为荣成市人和镇新兴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劳务 30,769.24 元、为

荣成市人和镇向阳岭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30,769.24 元、为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凤林街道龙凤社区盛泉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46,153.84 元、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46,153.84 元、为荣成市崖头街道府新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养老培训

30,769.24 元、为荣成盛泉养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80,188.68 元、为

荣成盛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44,861.32 元、为荣成颐盛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提供劳务 943,396.23 元、承租山东盛泉幸福家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养老

床位、房产 2,299,680.00 元、承租荣成盛泉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床

位、房产 2,541,095.80 元。 

上述交易发生时未及时履行审议，现对超出预计部分及偶发性关联交易

进行追认。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正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更好地

开展业务，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是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影响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造成

任何风险，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对公司发展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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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山东盛泉养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 

 

 

 

山东盛泉养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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