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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3         证券简称：易见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0

债券代码：136492         债券简称：16禾嘉债 

债券代码：135404         债券简称：16禾嘉 01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预计 

与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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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易见供

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 2017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云

南滇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供应链”）、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滇中保理”）和贵州易见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贵州供应链”）与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九

天控股及其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梳理确认和分析，同时对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九天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一、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房屋租赁 

云南九天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租赁关联方

办公用房及其配

套服务 

143.66 131.64 

/ 

 

滇中供应链租赁

关联方办公用房

及其配套服务 

143.66 131.64 

滇中保理租赁关

联方办公用房及

其配套服务 

143.66 131.64 

小计 430.98 394.92 

提供供应链

管理服务 

云南工投集团动

力配煤股份有限

公司 

供应链管理相关

的关联交易 
20,000.00 1,956.35 

为进一步提升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

主动控制和减少

关联交易，导致

2017 年公司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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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发生的关联

交易较上年同期

预计大幅减少。 

合计 20,430.98 2,351.27  

二、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出售

商品

或提

供劳

务 

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提供供应链管

理服务相关的

关联交易 
5,000.00 0.28 

- - 

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

煤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供应链管

理服务相关的

关联交易 

1,956.35 0.16 

小计 5,000.00 0.28 1,956.35 0.16 

房屋

租赁 

云南九天投

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租赁关联方办公用

房及其配套服务 
150.00 20.66 131.64 19.59 

滇中供应链租赁关联方

办公用房及其配套服务 
150.00 20.66 131.64 19.59 

滇中保理租赁关联方办

公用房及其配套服务 
150.00 20.66 131.64 19.59 

小计 450.00 61.89 394.92 58.77 

三、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本公司及子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九天控股将通过资产管理计划

或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滇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提供融资，提供

融资的资金利率参考公司及子公司同期可比融资的利率由双方协调确认。2017

年提供的融资具体情况及 2018年的提供融资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商业

保理

服务 

贵州云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商业保理服务

相关的关联交易 
50,000.00 3.93 0 - 

小计 50,000.00 3.93 0 - 

 

合计 
55,450.00 - 2,351.27 - 



 3 

提供融资方 

2017 年预

计提供融

资金额 

2017 年实

际提供融

资金额 

2018 年预

计提供融

资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5.00 0.95 1.00 

公司根据业务拓展、资

金需求情况以及融资

成本，适当控制了向关

联方的融资，减少关联

交易。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名称：云南九天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5301007312282287 

注册资本：24,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昆明市二环西路 398 号高新科技广场 

法定代表人：冷天辉 

企业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 

设立时间：2007 年 2月 13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

目进行管理；水电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装饰装潢工程；企业管理、

咨询；商业运营管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九天控股合计持有公司 37.83％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与该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九天控股未经审计的合并总资产为 2,620,218.60

万元，净资产为 1,185,293.37 万元，2017 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2,102,377.14

万元，利润总额 141,696.28 万元，净利润 103,903.44 万元。 

2．关联方名称：云南工投集团动力配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力配

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0100100087800 

注册资本：28,9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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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 6号高新招商大厦办公室 1间 

法定代表人：冷天辉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08 年 8月 8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矿山机械、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普通机械及配件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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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配煤系公司控股股东九天控股的控股子公司，九天控股持有该公司

43.25%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与该公司发

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动力配煤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862,643.90万元，合

并净资产为 532,990.92 万元，2017 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398,331.61 万元，利

润总额 20,469.29万元，净利润 13,331.04 万元。 

3.关联方名称：贵州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云盛房地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00085667639N 

法定代表人：黄金铁 

注册资本：3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瑞金路富康国际商务公馆

1804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绿化；市政道路维修。 

贵州云盛房地产的控股股东为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其控股股东认定为关联自然人，与该公司

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公司在 2018 年 2 月完成了购房尾款 ABS 业务系统的开发，与易见区块系

统进行了对接，通过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管理，并实现收款

账户零余额归集的智能合约，减少隐藏的风险，让交易透明可见，并在支付环节

满足风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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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贵州云盛房地产发生房地产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易见区块”系统

购房尾款 ABS业务提供校验场景。为“易见区块”在购房尾款 ABS场景 2.0版本

的应用中积累数据。 

五、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不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双方根据公

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类业务的定价协商确定，不高于为独立第三方服务的价

格，价格公允。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本公司及子公司按市场可比定价原则向关联方提供供应链管理

和商业保理服务，以及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向公司提供资金等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和必要的经营活动，有利于本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

司及子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3.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事项还将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由公司 2018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冷天晴、王跃华、徐蓬回避表决，将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关联交易是因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独立性，

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子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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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本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此等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严格遵守“公平、公

正、公开、自愿”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易见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