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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浔古镇景区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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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500,000.00 441,2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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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房屋租赁 450,000.00 323,004.00 计划有新开店铺 

合计 - 950,000.00 764,293.87 - 

 

 

（二） 基本情况 

关联方关系： 

1、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我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0，000，

000股，持股比例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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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为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的子公司，持股比例 77.78%； 

3、湖州南浔古镇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和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分别占持股比例 80%和 20%。 

4、湖州南浔文旅战略发展有限公司（前称为湖州南浔古镇旅行社有限公司）为

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占持股比例 100%； 

5、湖州南浔古镇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的子公司，占持股比例 51%； 

6、湖州南浔都市聚落酒店有限公司为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子

公司，占持股比例 100%； 

7、湖州南浔颖园饭店有限公司为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子公

司，占持股比例 100%； 

8、湖州江南庭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的子

公司，占持股比例 100%； 

关联方基本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法定

代表

人 

企业住所地址 经营范围 

1 
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刘厚

平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

路 18 号南幢 301 室 

旅游项目开发、投资管理、景区

经营管理、酒店管理、旅游信息

咨询服务、初级农产品、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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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朱旭

梅 
湖州市南浔镇适园路徐家弄 

旅游实业投资,旅游资源开发,旅

游信息咨询服务,旅游商品开

发、销售,组织举办与旅游相关

贸易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和

物业管理,房屋出租,停车服务,

会务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污

水管网建设,酒店管理。 

3 
湖州南浔古镇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冯悦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东大

街 102 号 

市政设施投资建设,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相关经济信息咨询,房地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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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旅游资源开发,房屋出租,停

车服务。 

4 
湖州江南庭院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叶伟

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

群乐路 188 号 

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

会务服务;初级农产品、工艺品

(除文物)销售;烟草、出版物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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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湖州南浔都市聚落酒店

有限公司 

叶伟

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

宝善路 227 号 1 幢 

住宿、餐饮服务;酒店管理;食

品、烟草制品零售;旅游商品、

工艺品、日用百货销售;停车服

务;服装清洗服务;会议服务;酒

吧、美容美发、茶室、室内健身、

棋牌服务;房屋出租;歌舞娱乐

场所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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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湖州南浔颖园饭店有限

公司 

叶伟

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便民路 

 住宿,茶室,中餐制售,会务服

务。 

7 
湖州南浔文旅战略发展

有限公司 

费震

夏 

 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适园

路 18 号 201-204 室 

游览景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住宿服务、餐饮服务、旅游业务 

票务代理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

服务、摄影扩印服务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8 

湖州南浔古镇农副产品

交易市场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归文

强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

浔东村浔东中心农贸市场 2

幢 

市场管理、服务;农副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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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交易金额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 200,000.00 

湖州江南庭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商品 30,000.00 

湖州南浔颖园饭店有限公司 商品 30,000.00 

湖州南浔古镇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 30,000.00 

湖州南浔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 80,000.00 

湖州南浔都市聚落酒店有限公司 商品 30,000.00 

湖州南浔文旅战略发展有限公司 商品 80,000.00 

湖州南浔古镇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商品 
20,000.00 

小  计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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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租赁情况：公司承租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元） 

浙江南浔古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450,000.00 

小  计  450,000.00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预计 2021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丽莉、钟方俊、褚夏亮、冯悦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本议案直

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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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管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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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

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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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浔古镇景区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湖州南浔古镇景区经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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