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 2020-072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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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

易金额约为5,281.67万元（不含本次），包括2019年9月9日至本次交易前

经决策与控股股东或关联方签署的《互联网平台采销协议》、《企业委托

经营管理协议》、《茂乐惠小程序平台入驻使用协议》、《房屋租赁合同

补充协议》、《地下车库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合

同延期协议》及《茂业天地停车场承包经营协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1月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委托经

营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了避免与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茂业商厦”）及/或实际控制人黄茂如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形，

同时继续推动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茂业商厦签署《企

业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受托管理茂业商厦下辖的现有16家百货和购物中心门店

以及协议约定委托管理期限内，茂业商厦新增的与公司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百

货零售类门店，托管期限自经公司决策程序审议通过之日起起算，至同业竞争已

解决之日截止。有关本次托管的具体情况请参考公司于2020年1月3日披露的《关



 

  

于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1号）。 

因受托经营管理门店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拟与关联方深圳茂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集团”、“出租方一”）、深圳兴华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实业”、“出租方二”）及茂业商厦（即“原租入方”）

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茂业集团将其原出租给茂业商厦的位于深圳市罗湖

区世界金融中心A座7层ABC、37层ACD的办公面积转租给本公司，出租面积合计

2,013.75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20年2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租金及管理费合

计5,280,041元；兴华实业将其原出租给茂业商厦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兴华

公寓的住宅面积（员工宿舍）转租给本公司,出租面积合计538.35平方米，租赁期

限自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止,租金及管理费合计141,210元。本次关联

交易涉及的合约总金额为5,421,251元。 

出租方 出租物业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转租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 

金额 

（元） 

茂业 

集团 

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 A座 7层 ABC 
办公 

727.82 2020.2.1 2021.12.31 1,908,333 

罗湖区世界金融中心 A座 37层 ACD 1285.93 2020.2.1 2021.12.31 3,371,708 

兴华 

实业 

福田区八卦岭兴华公寓 2栋 
住宅 

85.83 2020.8.1 2020.12.31 21,750 

福田区八卦岭兴华公寓 3栋 452.52 2020.8.1 2020.12.31 119,460 

总计 
  

2,552.1 
  

5,421,251 

2020年8月26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茂业集团、兴华实业及茂业商厦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茂业集团、兴华实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下的企业，茂业商厦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茂业集

团、兴华实业和茂业商厦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之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共计5,421,251元，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

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是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关系介绍 



 

  

茂业集团、兴华实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制下的企业，茂业商厦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茂业集

团、兴华实业和茂业商厦均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之关联

交易。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5 年 5月 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90922U 

营业场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4003号世界金融中心 A座 38楼  

法定代表人： 张静 

经营范围：为本集团公司的股东企业和子公司提供综合经营管理及代理服务；

投资兴办高科技工业、房地产、物业管理、旅游、能源、储运等项目（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从事商业信息咨询；从事都市花园停车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世界

金融中心停车场机动车辆停放服务；从事物业租赁业务；酒店管理；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与茂业商业关系 

茂业集团有限公司 23%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深圳市崇德投资有限公司 77%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0,767.28 1,301,293.79 

资产净额 134,045.04 128,908.43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1．1—2020．3．31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76.95 3,497.62 

净利润 2,557.33 -5,136.62 

 

（2）深圳兴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6 年 12月 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0332064C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18号 6楼东厅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轻工业品、畜产品等商品的出口和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

口（具体商品按经贸部[具体商品按经贸部[92]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7 号文

经营），开展补偿贸易，本公司进出口商品内销业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及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及有专项规定的产品）的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租赁。 

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与茂业商业关系 

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83%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深圳茂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17%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035.07 100,250.55 

资产净额 33,684.59  33,683.66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1．1—2020．3．31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45.68  1,041.15 

净利润   1,515.69  -0.93 

 

（3）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1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911535B 

营业场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门中心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静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范围“从事东门中心广场的日用百货、金银饰品、佣金

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在东

门中心广场内经营保龄球室、棋艺室、壁球室、桌球室、器械健身室；在东门中



 

  

心广场三期 6、7、8 楼经营餐饮业务、酒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美容美发、

健身中心；商业信息咨询及服务；物业租赁；在商店内组织商品的促销活动。（以

上不得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

管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从事茂业商厦百货停车场

机动车辆的停放服务；食品的批发、零售；经营餐饮业务。 

茂业商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比例 与茂业商业关系 

茂业百货（中国）有限公司 99.06%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4%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企业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95,556.07 1,705,252.99 

资产净额 1,163,277.64  1,158,155.74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1．1—2020．3．31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13.93  126.27  

净利润 -26,106.15 -5,121.91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由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在参照

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 

四、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办公部分的补充协议签约主体 

甲方：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丙方：本公司 



 

  

1、甲方与乙方于2019年1月1日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一”），现乙方拟将其在原合同一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签署《租赁

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2、三方一致确认，自2020年2月1日起，原合同一项下的承租方由乙方变成丙

方，丙方确认其已经仔细阅读及详细了解原合同项下的所有内容，并同意承继乙

方在原合同一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甲方同意接受丙方为新的

承租方，并依据原合同的约定向丙方履行出租房屋等义务。 

3、各方均同意，租期届满后，由甲、丙双方按照原合同一之约定协商续租事

宜。 

4、丙方承诺在租赁期内完全适当地遵守及履行原合同一及本协议项下的各项

条款、条件、协议、条文，包括但不限于按时足额地向甲方缴交租金、物业管理

费及其他必要款项，遵守租赁物业的管理公约，履行租赁合同项下其他义务及责

任。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一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一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与原合同一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二）住宅部分的补充协议签约主体 

甲方：深圳兴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丙方：本公司 

1、甲方与乙方于2019年12月31日签署了《场地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合

同二”），现乙方拟将其在原合同二项下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丙方，签署《租

赁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2、三方一致确认，自2020年8月1日起，原合同二项下的承租方由乙方变成丙

方，丙方确认其已经仔细阅读及详细了解原合同项下的所有内容，并同意承继乙

方在原合同二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甲方同意接受丙方为新的

承租方，并依据原合同的约定向丙方履行出租房屋等义务。 

3、各方均同意，租期届满后，由甲、丙双方按照原合同二之约定协商续租事

宜。 

4、丙方承诺在租赁期内完全适当地遵守及履行原合同二及本协议项下的各项

条款、条件、协议、条文，包括但不限于按时足额地向甲方缴交租金、物业管理



 

  

费及其他必要款项，遵守租赁物业的管理公约，履行租赁合同项下其他义务及责

任。本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合同二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与原合同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三）原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原合同 出租物业 用途 
面积 

（平方米） 
单位租金 

月租金总额

（元） 
其他条款 

原合同一 

世界金融中

心 A座 7层

ABC 

办公 

727.82 114/平米/月      82,971  

  合同终止后，乙方应于 3日内迁离并返还

租赁房屋，并保证租赁房屋及附属设施的完

好（属正常损耗的除外），同时结清应当由

乙方承担的各项费用并办理有关移交手续。 

  乙方逾期不迁离或不返还租赁房屋的，甲

方有权依据规定或依合同收回租赁房屋，并

就逾期部分向乙方收取相当于双倍租赁的

赔偿金。 

  本合同约定之租赁期间届满，乙方需继续

租用租赁房屋的，应于租赁期届满之日前 3

个月向甲方提出续租要求，在同等条件下，

乙方对租赁房屋有优先承租权。 

世界金融中

心 A座 37

层 ACD 

1285.93 114/平米/月     146,596  

原合同二 

兴华公寓 2

栋 

住宅 

85.83 
4200/月，物管

费 120/月 
      4,350  

在承租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无故解除合

同，除本合同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要求

解除合同，必须提前 30天书面通知对方，

除须征得对方同意，还应向对方支付一个月

租金金额的补偿金。 

兴华公寓 3

栋 
452.52 

23100/月，物

管费 792/月 
     23,892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基于受托经营管理门店的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

求，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 

2020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高宏彪、Tony Huang、钟鹏翼、卢小娟、赵宇光、俞光华回避表决。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基于受托经营管理门店的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求。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

方式公允，符合市场规则，体现了公平、公正、平等、诚信原则，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

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表决同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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