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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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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2021 年 4 月 15 日，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金朝萍女士、林平先生回避表决。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将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控股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贸集团”）

将回避表决。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于会后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是相关各方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实

现各方资源合理利用、协同发展和优势互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各项

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将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由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

事会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1、购买及销售商品 

序号 关联方 购买及销售商品类型 2020年度预计金额 2020年度发生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一般商品及原材料 100万元 6.28万元 

2 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产品 800万元 121.79万元 

3 杭州高盛制衣有限公司 服装 30万元 11.35万元 

2、办公场所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0年度预计金额 2020年度发生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金 1,000万元 668.96万元 

2 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租金 50万元 9.86万元 

3 杭州高盛制衣有限公司 租金 30万元 3.17万元 

3、提供或接受劳务 

序号 提供方 接受方 劳务类型 2020年度预计金额 2020年度发生金额 

1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期货手续费 50万元  

2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 仓储物流费 50万元 6.68万元 

3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仓储 

物流费 
50万元 0.89万元 

4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300万元 106.11万元 

5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400万元 991万元 

6 公司下属子公司 
中韩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万元 81.26万元 

4、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对方 本公司交易方 交易类型 2020年度预计金额 2020年度发生金额 

1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

公司 

认购 /设立信

托计划 /资管

产品收取报酬 

业务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2020 年新增认购规模

54,400万元，2020年

公司下属金融、类金

融子公司收取管理费

195.76万元 

2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出让债权、信

托项目受益权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 

3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或其子公司 

公司或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

公司 

认购私募基金

份额；收购不

良资产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 

4 
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中介咨询

等服务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 



 

司或其子公司 生额计算 

5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浙江国贸东方

房地产有限公

司 
代建管理费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生额计算 
— 

2020 年度，因未有合适的合作项目和机会，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商资产”）及其子公司与公司及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之间未

实际开展原先所预计的各类金融产品的交易；浙江国贸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贸东方房产”）与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亦未发生代建管理项目。 

（三）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购买及销售商品 

序号 关联方 购买及销售商品类型 2021年度预计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一般商品及原材料 100万元 

2 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产品 800万元 

3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大宗商品 

30,000万元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向公司或子公司销售或采

购一般商品和原材料，预计购销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 

2）公司或子公司拟继续向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韩人寿”）

为职工购买补充医疗保险、意外险等保险产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 万元。 

3）公司或子公司拟向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期货”）或其

子公司采购或销售大宗商品，预计金额不超过 30,000万元。 

2、办公场所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1年度预计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金 150万元 

2 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租金 50万元 

1）2021年一季度，国贸东方房产拟继续向国贸集团子公司租入办公场所，

参考相似场所租金，预计支付租金不超过 50 万元；公司孙公司大地（香港）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拟向国贸集团子公司租入办公场所，参考相似场所租金，预计支

付租金不超过 100万元。 

2）国贸东方资本拟继续向公司租入办公场所，参考相似场所租金，预计支

付租金不超过 50万元。 

3、提供或接受劳务 

序号 提供方 接受方 劳务类型 2021年度预计金额 



 

1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期货手续费 50万元 

2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仓储物流费 50万元 

3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0万元 

4 公司下属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500万元 

5 公司下属子公司 
中韩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万元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在适当时机利用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地期货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地期货”）的交易平台开展期现结合业务，并将严格依照经证

监会核准过的市场定价向大地期货支付手续费，预计 2021年度手续费总额累计

不高于 50万元。 

2）公司或子公司拟向国贸集团子公司提供仓储及物流服务，参考相似服务

费水平，预计收取仓储及物流费不超过 50万元。 

3）国贸东方房产转让后，其及其子公司杭州友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友安物业”）将继续为公司或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参考相似物业管

理费水平，预计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4）2021年一季度，友安物业拟向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参考相似物业管理费水平，预计收取物业管理费不超过 500万元。 

5）2021年一季度，友安物业拟向中韩人寿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参考相似物

业管理费水平，预计收取物业管理费不超过 100万元。 

4、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对方 本公司交易方 类型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1 
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公司下属金融、类

金融子公司 

认购/设立信托计划/

资管产品收取报酬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2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浙金信托 

出让债权、信托项目

受益权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3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公司或下属金融、

类金融子公司 

认购私募基金份额；

收购不良资产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4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浙金信托 接受中介咨询等服务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5 
国贸东方房

产 
公司子公司 代建管理费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6 
国贸东方房

产 
浙金信托 信托项目监管服务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7 
永安期货或

其子公司 
公司 认购资产管理产品 

项目情况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1）国贸集团或其子公司拟认购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

行的信托、资管产品，或委托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设立事务管理信托、

资管产品。公司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将参考市场类似项目，向国贸集团或其

子公司收取报酬。鉴于后续业务规模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公司将在 2021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2）浙金信托管理的信托项目拟向浙商资产或其子公司出让受益权、债权。

鉴于后续业务规模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3）公司或下属金融、类金融子公司拟在 2021年认购浙商资产或其子公司担

任管理人（普通合伙人）的私募基金份额（有限合伙份额），或收购浙商资产持

有的不良资产或不良债权收益权；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4）浙金信托拟与浙商资产在特殊资产领域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主要服务有

浙商资产向浙金信托提供特殊资产项目的估值、处置方案的建议、日常咨询、二

次处置等服务，将综合参照市场上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费用、券商和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投融资或投行业务财务顾问费用等服务收取标准来确定服务费费率，因具

体的费用金额需依照资产项目规模确定，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

计算，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5）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1年为公司或子公司提供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参考

市场类似项目，向公司或子公司收取报酬。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

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

公告。 

6）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1年为浙金信托提供信托项目第三方监管服务，参

考市场类似项目向浙金信托收取服务费。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

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

告。 

7）公司拟在 2021 年认购永安期货或其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资产管理产品；

鉴于后续业务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公

司将在 2021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1.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 

国贸集团成立于 2008 年 2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9.8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楼

晶，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和国内贸易（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实业投资，咨询服务等。目前国贸集团持有公

司 48.38%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国贸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国贸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13,003,281.32 万元；净资产 4,061,425.75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7,202,103.23万元；净利润 259,898.40万元。 

2.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 

浙商资产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本 60.18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建

华，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住所地为杭

州市西湖大道 193号 301室。经营范围为：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

让业务（凭浙江省人民政府文件经营）。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

重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及服务。公司控股股东国

贸集团持有浙商资产 58.64%股权，因此浙商资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浙商资产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6,119,178.28 万元；净资产 1,390,530.68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547,460.05万元；净利润 108,200.22万元。 

3.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东方资本”） 

国贸东方资本成立于 2012年 10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陈万翔，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公司副总裁裘高尧先生兼任

国贸东方资本的董事长，因此国贸东方资本为我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贸东方资本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658.77 万元；净资产 7,615.61 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 0；净亏

损 267.93万元。 

4.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韩人寿”） 

中韩人寿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5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金



 

朝萍，经营范围为在浙江省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

经营除法定保险以外的下列保险业务：（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

险等保险业务；（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凭有效《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经营）。公司董事长金朝萍女士兼任中韩人寿董事长，公司副总裁裘高尧先生兼

任中韩人寿董事，因此中韩人寿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韩人寿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40,307.64万元；净资产 68,547.85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25,572.36 万元；

净利润 816.36万元。 

5.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期货”） 

永安期货成立于 1992年 9月，注册资本 13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葛国栋。

经营范围为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

公司持有永安期货 12.70%股权，公司董事长金朝萍兼任永安期货董事，因此永

安期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永安期货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0,964,078.23万元；净资产 728,975.45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 1,109,474.42

万元；净利润 41,037.15万元。 

6.浙江国贸东方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东方房产”） 

国贸东方房产成立于 2002年 2月，注册资本 25,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

新忠。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持股比例 60%，国贸集团子公司浙江省

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5%，国贸集团持股 15%。公司于 2021年 3月

与国贸集团子公司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关于浙江国贸东方房

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其收购公司持有的国贸东方房产 60%股权，

本次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国贸东方房产股权，不再将国贸东方房产纳入合并范

围。截至 2021 年 3 月，国贸东方房产已办妥工商变更手续。因国贸东方房产作

为公司控股股东国贸集团孙公司，故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贸东方房产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3,587.05万元；净资产 23,895.84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 13,980.89 万元；

净利润 2,143.76万元。 

7.杭州高盛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盛制衣”） 

高盛制衣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



 

军。经营范围为生产针织羊毛衫、制造制衣设备、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商

品分销业务）、销售自产产品。公司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茂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持

有高盛制衣 45%股权。因公司副总裁赵茂文先生兼任高盛制衣董事，高盛制衣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自 2019年 3月 11日起，赵茂文先生不再担任高盛制衣董事，

高盛制衣自 2020年 3月 11日起不再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高盛制衣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1,559.76万元；净资产 167.25万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 2,447.96 万元；

净利润-148.17万元。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会按照实际业务情况

签订具体交易协议，交易价格将严格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参照市场化

公允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不会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

发生交易，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为，也是各方业务发展所需并实现资源合理利用

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市场公

允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