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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21-023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受托经营管理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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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风险：鉴于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客隆商贸”）100%

股权转让，属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投集团”）与重庆商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之间的内部转让，且重客隆商贸及

其子公司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客隆超市”）仍与重

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重庆百货”）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继续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各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之补充

协议》。本次受托经营管理的风险较小。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 

1.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1）2016年 2 月 18 日，公司与商社集团签订《委

托管理协议》，商社集团将暂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交由重庆百货委

托管理。截至目前，托管职责尚未正式履行。（2）公司受托管理商社集团下属公

司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解决同业竞争，2020 年度公司收到托管费 94.34 万元（不

含税）。 

2.与不同关联人的同类交易：公司受托管理重庆合川步步高广场项目经营管

理权及相关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本次受托管理于 2020年 9月 30日终止，2020

年度公司收到托管费 26.42万元（不含税）。 

 

http://www.baidu.com/link?url=kn2drYBMNbOWJJJhNHtQAwSgLB27KWAepaIqWDbFAWKV0l8WRwMslcvXc5lNyD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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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8月 13 日，公司与商投集团签订《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重

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受

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以解决同业竞争。 

2021 年 3月 12 日，公司收到商投集团来函，为推动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

商投集团所持有的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拟内部转让至商投集团的唯一股东重庆

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该事项经商社集团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重庆百货同意商投集团将其在《委托管理协议》

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商社集团。 

鉴于本次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转让属商投集团与商社集团之间的内部转

让，且重客隆商贸及其子公司重客隆超市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同意继续

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委托方相关权利义务由商投集团转让至商

社集团，各方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商

社集团、商投集团和重客隆商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号 

办公地点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文中 

注册资本 189,871.7503 万元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日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

化妆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

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汽车新车销

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 

主要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物

美津融商贸有限公司、深圳步步高智慧零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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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无实际控制人。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2,390,690.31 万元，

净资产为 808,972.76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163,552.21 万元，净利润为 125,526.26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方关系介绍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持有重庆百货 54.41%的股权。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二）关联方：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号商社大厦 9楼 

办公地点 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号商社大厦 9楼 

法定代表人 陈勇 

注册资本 263,021.5714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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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住房租赁，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酒店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集贸市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75,135.35 万元，净

资产为 136,344.59 万元；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86,783.30 万元，净利润为 10,747.24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方关系介绍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持有重庆百货 54.41%的股权。

商社集团还持有商投集团 100%股权，商投集团为重庆百货关

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方：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 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88号 13楼 24号房 

办公地点 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 88号得意商厦 A塔 14楼 

法定代表人 乔红兵 

注册资本 13,585万元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销售：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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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品、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服装、针纺织品、

文教用品、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

品）、五金、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钢材、橡胶制品、观赏植

物（不含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初级农产品；仓储（不含危险

品）；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货物装卸;清洁服务（法律、

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代订报刊；家电维修;

货物运输代理；从事建筑相关业务（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体育用品批发及零售;（以下经营

范围仅限有资质的分支机构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实际控制人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为 14,649.30 万元，净资

产为-12,913.79 万元；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9,881.40

万元，净利润为-2,563.98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方关系介绍 

商社集团为重庆百货控股股东，持有重庆百货 54.41%的股权。

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由商投集团转让至商社集团持有，重客

隆商贸为公司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托管目标资产：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由商投集团转让至商社集团，商社集

团继续委托重庆百货对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进行经营管理。  

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拟由商投集团转让至商社集团，重客隆商贸持有重客

隆超市 94.66%股权，重客隆商贸和重客隆超市与公司仍存在同业竞争（股权关

系见下图）。为解决同业竞争，公司继续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委

托方相关权利义务由商投集团转让至商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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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商社集团、商投集团与公司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 

（一）协议主体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社集团”或“委托方”） 

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投集团”或“原委托方”)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百货”) 

（二）协议约定 

1.商投集团将其在《委托管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商社集团，

商社集团作为委托方继续委托重庆百货对《委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目标资产进行

经营管理。 

2.《委托管理协议》项下关于目标资产、委托管理内容、委托管理费及费

用支付、委托期限、后续管理、权利义务及陈述保证等条款均保持不变。 

3.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成立，

经重庆百货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4.任何一方未按本补充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5.本补充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及争议之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任何与本补充协议有关或因本补充协议引起之争议，各方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各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商投集团将其持有的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转让给商社集团，商投集团为

商社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因此商投集团将其在《委托管理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转让给商社集团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1年 3月 31 日，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受托经营管

理重庆重客隆商贸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签署﹤委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关

联交易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张文中先生、董事张潞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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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松先生、田善斌先生、王填先生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其他 7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事前认可，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商社集团推动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将商投集团持有的重客隆

商贸100%股权内部转让至商社集团。本次内部转让后，重客隆商贸及其子公司重

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公司仍继续受托经营管

理重客隆商贸100%股权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本

次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认为：商社集团推动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调整，将商

投集团将所持有的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内部转让至商社集团。本次内部转让后，

重客隆商贸及其子公司重庆重客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仍与公司存在同业竞

争，公司仍继续受托经营管理重客隆商贸 100%股权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本次

关联交易行为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遵循了市场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第七届关联交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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