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7-007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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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该日常关联交易所涉及业务为公司正常经营性往来，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无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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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董事局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7年 4月 2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关联董事喻会蛟、张小

娟、张益忠、童文红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全部同意。 

2. 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已事先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袁耀辉、陈国钢、贺伟平对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

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事项定价公允，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公司董事局在审议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

至 2017

年 3月 31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

易金额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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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方

采购

商品 

杭州黄金峡谷

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600.00 0.58 4.12 59.26 0.08  

浙江无花果文

化发展有限公

司 

1,132.08  1.10  120.93 805.26   1.02     

上海圆通新龙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28.30  0.03             10.00  0.01  

上海圆通蛟龙

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51.28  0.05               

宁波圆通中柏

进出口有限公

司 

300.00  0.29               

接受

关联

方提

供的

劳务 

杭州千通速递

有限公司 
415.36  0.02  98.70 257.12   0.02   

深圳市晋元劳

务派遣有限公

司 

2,500.00  1.29  26.32 1,801.07   1.10   

无锡和谐圆通

速递有限公司 
4,874.54  0.25  956.48 4,348.48   0.30   

浙江菜鸟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471.70  0.02   219.83  0.02     

上海圆汇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18.87             



 

向关

联方

出售

商品

/提

供劳

务 

无锡和谐圆通

速递有限公司 
5,365.73  0.23  1,172.17  4,776.95   0.28   

杭州千通速递

有限公司 
2,537.69  0.11  236.32 1,566.44   0.09   

浙江菜鸟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11,792.45  0.50  2,093.91  7,546.75   0.45  

平台业

务量预

期增长,

快递服

务收入

预计增

长。 

金华市传云物

联网技术有限

公司 

14.15    4.37    

上海圆通新龙

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4.72    0.06    

租入

关联

方的

资产 

上海圆通蛟龙

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4,981.45  21.69  75.79 1,184.13  6.80   

上海杰圆实业

有限公司 
1,750.81  7.62  415.96 1,563.04   8.97   

四川圆和通商

务咨询有限公

司 

245.31  1.07  58.27 155.39  0.89     

向关

联方

出租

资产 

上海圆通蛟龙

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5.21  1.34  1.29 5.21   1.47   

合计   37,089.65    5,260.26  24,303.36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 5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 年 4月 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 弄 28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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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通蛟

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 上海圆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09月 19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号 5层 518 室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设计、制

作各类广告，商务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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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汇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

司关联方。 

 

(三) 上海杰圆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13,009.183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04月 2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振泾路 198号 

经营范围：销售包装材料、建筑装潢材料、通讯设备、工艺礼品、日用百货，

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仓储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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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杰圆实

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

联方。 

 

(四) 上海圆通新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05月 28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京华路 342号二楼 208室 

经营范围：食品流通，销售保健品、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护肤品、

日用百货、厨房用品，电子商务、电子科技、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代理广告，从事货物

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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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通新

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为公司关联方。 

 

(五) 浙江无花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 1,0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0月 16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龙井路 88号 

经营范围：服务：文化活动组织策划，庆典礼仪服务，展览服务，物业服务，

会务服务；茶叶及茶系列产品的设计、研发，图文设计，产品包装设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生产加工：茶叶；热食类食品制售（仅限使用清洁能



 

源的且无油烟产生的面食店、小吃店）,自制饮品；预包装食品销售；零售：书

画（除古字画）、饰品、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酒店用品、化妆品。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浙江无花果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

公司关联方。 

 

(六) 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09月 24日 

注册地址：桐庐县横村镇凤联村村委办公楼 

经营范围：研发、种植、销售：地产中药材；旅游开发、生态农业开发；销

售（含网上销售）：水果、食品、初级食用农产品、旅游用品、水产、家用电器、

纺织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不含砂石）、环保设备、服装、卫浴洁具、日用品、

文具、体育用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黄金峡

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为公司关联方。 

 

(七) 宁波圆通中柏进出口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4月 01日 

注册地址：宁波保税区港东大道 5号 1 楼 121室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酒类、食用农产品（水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塑料原料及制品、橡胶原料及制品、化纤原料及产品、



 

家用电器、纺织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环保设备、服装、卫浴洁具、日用品、

文具、体育用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宁波圆通中

柏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

公司关联方。 

 

(八) 四川圆和通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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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会蛟 

注册资本：4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1月 27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寺圣社区 201室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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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四川圆和通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

公司关联方。 

 

(九)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7月 04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168号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

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

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海上、陆路、



 

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

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仅限上门）、鉴定：家电、家居用品、

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

新闻媒体及网络广告）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董事童文红担任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因此

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 金华市传云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史济苗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10月 15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义都市新区广渠街 1号 10号楼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服务） 物

联网络软件和物流网络技术的研究、设计、开发与制作、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

咨询与技术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人力搬运装卸服务，货运信息咨询服务；

仓储服务（除危险品），仓储物流设备的批发与零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为电子商务企业提供住所托管；代理企业登记；年度报告的申报；代理记账；为

托管企业提供各类法律文件的收递，客户接待、来电转接、安排会议的商务秘书

服务。（凡涉及后置审批项目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浙江省后置审批目录详见

浙江省人民政府官网）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童

文红担任金华市传云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因此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一) 无锡和谐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鲁文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01月 02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梅村锡泰路 241 号 

经营范围：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除外）；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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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加盟商 

 

(十二) 杭州千通速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法定代表人：戴国群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03月 05日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天城东路 80 号北苑大厦 6 幢 2 单

元 1324 室 

经营范围：服务：国内快递（邮政专营业务除外）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加盟商 

 

(十三) 深圳市晋元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方志娟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08月 1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办前进路西侧冠利达大厦一栋 1310 

经营范围：劳务派遣（不含职业介绍及人才中介服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需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关联关系：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担任总经理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涉及快件揽收派送、中转运输

以及劳务采购、餐厨原料采购等正常经营性往来。 

公司与提供快递业务的关联方采用全网统一的定价标准，公司与其他关联方

之间的日常关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操纵行为，遵循公平合

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关联交易的目的 

1. 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 

2. 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

的，该等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

增长。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7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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