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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93        证券简称：南华期货        公告编号：2021-006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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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经中国证监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主要从事的业务为：期货经纪业务、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管

理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境外金融服务业务及公募基金业务等,交易对

手和服务对象包含公司的关联方。为做好关联交易管理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梳理，并对2021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确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 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开设期货账户从事期货交易。关联交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期末权益 本年度手续费收入 

东阳市益特贸易有限公司 83,969,157.83 18,108.77 

浙江南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286,936.95 241,728.83 

浙江红蓝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94,361.23 3,044.69 

浙江南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80,2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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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虞海峰  5,301.58 

小  计 95,630,766.82 268,183.87 

(2) 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开设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期末可用资金/保证金 本年度手续费收入 

钟益强 1,253.90   

张子健 719,643.26 311.10 

吴琎 607,480.34 836.66 

张洋 61,221.42 9.86 

小  计 1,389,598.92 1,157.62 

(3) 部分关联方在本公司认购基金份额。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基金名称 期末认购份额 期末认购净值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基金鑫远 1 号 83,826,429.98 77,707,100.59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南华基金鑫远 1 号 49,309,664.69 45,710,059.17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南华基金鑫远 1 号 100,000,000.00 92,700,000.00 

横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南华溯源浙股 10,027,236.11 11,430,046.44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11,800,000.00 21,261,24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瑞元定期开放债券 199,999,000.00 202,678,986.60 

罗旭峰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 A 4,960.55 6,785.54 

罗旭峰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 C 5,000.23 7,118.33 

罗旭峰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9,500.00 17,117.10 

李北新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联接 C 2,349.07 3,085.74 

李北新 南华瑞泽债券 A 100.03 109.27 

王正浩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联接 A 7.92 10.43 

李建萍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 A 4,345.56 5,944.29 

钟益强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 A 2,480.27 3,392.76 

钟益强 南华瑞盈混合发起 C 2,500.11 3,5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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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益强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1,000.00 1,801.80 

张雨豪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1,000.00 1,801.80 

朱斌 南华中证杭州湾区 ETF 5,000.00 9,009.00 

小  计  455,000,574.52 451,547,168.02 

（4）部分关联方与本公司开展场外衍生品业务。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规模 业务损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56,537,979.80 -6,553,890.89  

（5）2020年，公司支付横店集团浙江得邦公共照明有限公司工程款 728,354.00 元（含

税）。 

（6）2020年，公司支付东阳市横店影视城国贸大厦有限公司年会费用 81,600.00 元（含

税）。 

（7）2020年，公司支付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电影卡费用 134,700.00元（含税）。 

（8）2020年，公司支付杭州九里松度假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餐饮服务费用 26,370.00元

（含税）。 

（9）2020年，公司向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销售农产品 111,580.00元（含税）。 

（10）2020年，公司向横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农产品 2,960.00元（含税）。 

（11）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货款 3,540.00元。 

（二）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4/28 2021/4/28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6/18 2021/6/18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20/7/22 2021/7/22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00 2020/7/28 2021/7/28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5,400,000.00 2020/8/12 2021/3/12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9/9/25 2021/9/25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20/12/14 2021/12/1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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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2/16 2021/12/16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4,600,000.00 2020/12/14 2021/12/14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2/27 2021/1/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3/9 2021/1/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1/26 2021/11/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1/9 2021/11/8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1/11 2021/11/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5/26 2021/5/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4/27 2021/4/27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020/12/24 2021/12/10 否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862,700.68 2020/7/3 2021/2/22 否 

小  计 683,862,700.68       

（三）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13,592,037.00 6,442,824.50 

（四） 其他关联交易 

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与横店集团杭州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柏品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得邦照明有限公司联合建造自用办公楼，合计总投

资约为 7.9576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3.0358 亿元（占比 38.15%）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和要求，结合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展的需要，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主要

关联方 2021年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作如下预计： 

项目 定价依据 预计金额 相关业务或事项介绍 

经纪

业务 

代理买卖境内外

期货、证券、外汇

等产生的手续费

收入 

按照市场佣金

水平定价 

由于期货、证券、外汇

等市场情况、交易量无

法估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收取佣金及手续费等。 

 

资产

管理

业务 

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包括南华基

金、横华国际资管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由于市场状况、客户委

托资产规模等因素的不

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

对关联方提供资产管

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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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涉及的受托

资产管理业务收

入 

计算。 

风险

管理

业务 

场外衍生品业务

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由于市场状况、客户交

易规模等因素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利用期货合约、场内期

权、股票等金融工具进

行风险对冲，产生相应

的投资损益，使公司在

帮助投资者管理风险

的同时，获得包括场外

衍生品在内的组合交

易收益。 

基差贸易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由于市场状况、客户交

易规模等因素的不确定

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通过现货买卖和配套

的期货合约或场外衍

生品合约交易锁定买

入价格和卖出价格之

间的价差。后续，通过

将之前的交易平仓或

者进行到期交割，以获

得较为稳定的组合收

益。 

证券

投资

基金

代销

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因代理销售的基金等金

融产品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代理销售关联方

的基金产品及其他金

融产品，按照相关协议

约定收取销售服务费 

投资

咨询

业务 

投资咨询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由于实际业务规模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投

资咨询服务，并收取服

务费用 

日常

往来 

会务、住宿、餐饮

等服务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关联方为本公司提供

住宿、餐饮、会务等服

务。 

担保 接受关联方担保 
无需支付担保

费用 

担保规模以子公司实际

需求为准 

关联方向子公司提供

担保服务 

联合

建造

自用

办公

楼 

联合建造自用办

公楼 

参照市场价格

水平及行业惯

例定价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出

资联合建造办公大楼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情况 

1、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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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成立于 1999年 11 月，现任法

定代表人为徐永安先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持有公司 73.30%的股权。 

2、其他关联方 

（1）关联法人 

除上述控股股东外，关联法人包括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直接或间接控制公司的法人，以及由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由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由关联自然人

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公司

的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包括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等。 

（2）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上述人员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周岁的子女及其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

母；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的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中国证监会、上

交所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导致

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包括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等。 

三、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联

方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确定。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并将

为公司带来合理的收益；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是互利互惠的关系，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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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0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1 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待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审议并认可《关于确认 2020年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

于预计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分别对上述议案出具了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在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基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所产生，有助于公

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合理有据、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非

关联方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没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均己履行了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其他规章制度规定的批准程序，不存在因此而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所预计的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

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拟以公允价格执行各项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