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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1-02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日常关联交易中涉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

运营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和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联通运营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科技”）和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联金融”）的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

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按照公开、

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3 月 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分别对《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均一致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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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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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联董事王晓初先生、王军辉先生、卢山先生、关联监事李翀先生对

相关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事项的相

关资料齐全，公司管理层已与其进行了全面的沟通。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

的经济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

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董事会前，公司向独立董事进行了汇报，独立董事作出事前认可声明，

并发表独立意见：相关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往来并且按

一般商业条款签订，决策程序合法，相关条款公平合理，交易价格符合市场

准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中，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铁塔

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30亿元（若其中支出类业

务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核算，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35 亿元），上限已超过公司截至 202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

的 5%，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联通运营公司与广发银行的 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26亿元，上限已超过公司截至 2020 年底经

审计净资产的 5%，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联通运营公司与腾讯科技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上限已超过公司截至 202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0.5%，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联通运营公司与招联金融

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上限已超过公司

截至 2020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0.5%，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过往日常关联交易的 

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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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过往日常关联交易的 

发生额 

1 中国铁塔 

租用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服务；

向中国铁塔提供施工、设计、监

理、代维、中介、供应链和培训

服务及其他服务等；向中国铁塔

提供房产租赁及相关物业服务，

涉及办公楼、生产经营房屋及土

地及其物业管理服务费等。 

2020 年收入 2.95 亿元，支出

190.23亿元1。 

2 广发银行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广

发银行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

务，与广发银行开展金融市场业

务、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金融

类业务。 

2020 年收入 0.19 亿元，金融市

场业务、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

日最高额 25.06 亿元。 

2 腾讯科技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腾

讯科技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

务，向腾讯科技购买权益类产品

及合作开展一卡充充值业务，腾

讯科技向联通运营公司提供微信

支付渠道业务等。 

2020年收入21.79亿，支出10.59

亿。 

3 招联金融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招

联金融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

务，与招联金融合作开展终端分

期、支付等业务，与招联金融开

展金融市场业务、债券投资等金

融类业务。 

2020年收入1.17亿元，支出0.13

亿元，拆借日最高额 2亿元。 

根据以往年度的实际交易金额，结合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联通运营公

司与中国铁塔 2021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30亿元，其中

                                                        
1此支出金额为合同支出金额，非按 2019 年起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核算的会计账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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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超过 5 亿元，支出不超过 225 亿元。若其中支出类业务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 21 号——租赁》进行核算，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

币 235 亿元，其中收入不超过 5 亿元，新增使用权资产 80 亿元，费用化支出

150 亿元；联通运营公司与广发银行 2021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人民币 126 亿元，其中收入不超过 1 亿元，金融市场业务、同业业务、债券

投资等金融类业务每日最高上限不超过 125 亿元；联通运营公司与腾讯科技

2021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其中收入不超过 30

亿元，支出不超过 20 亿元；联通运营公司与招联金融 2021 年的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其中收入不超过 2亿元，支出不超过 1亿

元，金融市场业务、债券投资等金融类业务每日最高上限不超过 28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铁塔 

中国铁塔是大型通信铁塔基础设施服务企业，主要从事通信铁塔等基站

配套设施和高铁地铁公网覆盖、大型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和运营，成

立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600,847.102 万元。中国铁塔

法定代表人为佟吉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东冉北街 9 号中国铁塔产业

园。 

2、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成立于 1988 年，其前身为广东发展银行，是国内首批组建的股

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687,196,272 元，住所为广东省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法定代表人为尹兆君。广发银行的主要业务

包括公司金融业务、零售金融业务、投行与金融市场业务，以及大力发展中

的网络金融业务。 

3、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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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科技，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11日，是一家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与

文化公司，主要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6500 万元。腾讯科技法定代表人为马化腾，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35层。 

4、招联金融 

招联金融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消费金融公司，2015 年 3 月 6 日

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38.69 亿元，注册地为深圳市，法定代表人为章

杨清，其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

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

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和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等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国铁塔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高级副总裁买彦州先生在中国铁塔担任非执行董

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的相关规定，中国铁

塔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2、广发银行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前董事尹兆君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在广发银行

担任行长、副董事长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的

相关规定，广发银行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3、腾讯科技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董事卢山先生在腾讯科技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的相关规定，腾讯科技构成公司的关联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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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招联金融 

截至本公告之日，公司董事长王晓初先生、监事李翀先生分别在招联金

融担任董事长、董事及常务副总经理职务，公司高级副总裁买彦州先生在过

去 12个月内曾在招联金融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十章的相关规定，招联金融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中国铁塔 

1、主要内容 

联通运营公司租用中国铁塔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服务。联通运营公司

向中国铁塔提供：（1）施工、设计、监理、代维、中介、供应链和培训服务

及其他服务等；（2）房产租赁及相关物业服务，涉及办公楼、生产经营房屋

及土地及其物业管理服务费等。 

2、定价原则 

就设定租用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的定价，联通运营公司和中国铁塔考虑

到多方面因素，包括折旧成本、维护费用、成本加成率以及共享折扣等。定

价基准及收费准则由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铁塔按公平交易原则谈判后确定，

同时将考虑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及钢材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或中国铁塔实际

运营情况与预测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等影响，经双方约定或协商而对定价作出

相应调整。 

（二）广发银行 

1、主要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广发银行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务，与广

发银行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金融类业务。 

2、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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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交

易价格，并参考具体合同签署或交易执行时的市场价格，按正常商业条款以

及不逊于从独立第三方取得的或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进行。 

（三）腾讯科技 

1、主要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腾讯科技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务，向腾

讯科技购买权益类产品及合作开展一卡充充值业务，腾讯科技向联通运营公

司提供微信支付渠道业务等。 

2、定价原则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交

易价格，并参考具体合同签署或交易执行时的市场价格，按正常商业条款以

及不逊于从独立第三方取得的或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进行。 

（四）招联金融 

1、主要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联通运营公司向招联金融提供电信及相关增值服务，与招

联金融合作开展终端分期、支付等业务，与招联金融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债

券投资等金融类业务。 

2、定价原则 

日常关联交易是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进行，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交

易价格，并参考具体合同签署或交易执行时的市场价格，按正常商业条款以

及不逊于从独立第三方取得的或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进行。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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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日常关联交易按照

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