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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11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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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

1,112.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1.57%，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山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鹅物业”）日常经营业务，遵循了

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关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非关联董事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魏华先生、王

志勇先生、赵德利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日常经营业务，遵

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2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租 出

资产 

山东鸿鹄农业开

发中心 
112.59 5.60 28.15 78.49 5.20 

2016 年交易期间

为 7-12 月 

山东供销融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 
39.35 1.90 9.84 39.35 2.53   

山东供销综合服

务平台有限公司 
61.82 3.00 15.46 25.17 1.60 

2017 年租赁面积

增加 

山东供销京东农

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65.51 3.20 16.38 82.04 5.46   

山东省供销社农

产品有限公司 
68.27 1.90 17.06 38.45 2.53 

2016 年交易期间

8-12 月 

小计 347.54 16.70 86.89 263.50 17.39   

向 关

联 人

租 入

资产 

山东鸿鹄农业开

发中心 
765.00 100 191.25 200 100 

2016 年交易期间

为 7-12 月 

小计 765.00 100 191.25 200 100   

合计  1,112.54 / 278.14 463.5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 

单位名称 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 

成立时间 1988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通 

经济性质 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 

农业综合开发、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棉花）收购、加工、销售；农

业项目投资；农业科技、农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引进、开发及推广；

农业生物工程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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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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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12 日 

注册资金 32,600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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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

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

问等中介服务。按照监管规定，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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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供销综合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综合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地址 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闫晓刚 

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库服务、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其他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及其他软件服务；信息系统设

计、实施、运行维护及其他服务；信息化网路规划、技术管理、咨询

服务；服装、电子产品的网上销售；纺织、服装、日用品的批发，贸

易经纪与代理；货物装卸、运输代理服务；食品、酒水、日用品、化

妆品及卫生用品、水果、蔬菜、化肥、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兽

药、农机农具、农作物种子、饲料、花卉、草种、食用菌菌种、家用

电器、电子产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针纺织品、服装

鞋帽、陶瓷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皮革制品、五金交电、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工艺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珠

宝首饰、家具、保健食品、避孕器具（避孕药除外）；物业管理，票

务代理，贸易经纪与代理，货物装卸、道路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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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东供销京东农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供销京东农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朱延东 

成立时间 2015 年 09 月 15 日 

注册资金 2,0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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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糖料作物、茶叶及饮料作物、谷物副产品批发和进出口；动物皮、动

物鲜奶批发和进出口；农产品、预包装食品、电子产品、纺织、服装

及日用品的批发及网上销售，贸易经纪与代理；数据处理服务、数据

库服务、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其他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基

础软件、应用软件及其他软件服务；信息系统设计、实施、运行维护

及其他服务；信息化网络规划、技术管理、咨询服务；货物装卸、运

输代理服务；食品、酒水、保健食品、文化用品、家电销售；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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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供销社农产品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山东省供销社农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 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许广民 

成立时间 2010 年 3 月 17 日 

注册资金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批发兼零售；蔬菜、水果、花卉、水产品、畜禽

产品、食用糖、农副产品的加工、分装、销售、储藏、进出口业务、

肥料、植保机械设备、农产品药残检测仪器、办公用品、日用品、工

艺品、文体用品、电子产品销售；农业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及技术培

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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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控制，构

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第 10.1.3 条第（二）项 “由上述

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关联关系。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友刚之配偶担任山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公司监事陈伟担任山东供销京东农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三）由第 10.1.3 条第（三）项 “由 10.1.5 条所列上

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具有一定的规模，根据其财务指标分析，具有较

好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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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上述与关联人发生的租出资产交易定价参考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

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并考虑楼层、房屋位置、采光等综合因素确定。 

2、上述与关联人发生的租入资产交易定价参考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

的非关联房屋租赁交易价格，考虑楼层的区别以及房屋空置率（10%）等因素，

确定。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租出及租入资产交易系山东

行业协会大楼房屋租赁交易。与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及山东省供销社农产品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期限为两年，与其他关联方房屋租赁期限为三年。上述房屋租赁

价格根据所属楼层不同参考独立于第三方租赁价格确定，租金按每季度支付。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租赁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可对外出租的房屋后

可以对山东行业协会大楼统一进行对外出租和物业管理，规范山东行业协会大楼

的运营和整体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山东行业协会大楼的管理和服务，有利于提高

山东行业协会大楼出租率，提高山东行业协会大楼租赁业务竞争力；天鹅物业向

上述关联人出租房屋系天鹅物业正常房屋租赁业务。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与公司向非关联第三方发生的

房屋租赁交易一致，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