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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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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关联交易的价格标准与公开市场中同等条件下非关联方交易价格相同，关联
交易的发生不会形成公司对关联方的较大依赖。
 若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出预计金额并达到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标准的，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将超出预计金额的部分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3 月 30 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称“本公司”
“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牟伟、谭恩荣、李永进
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具体审议情况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临 2022-011 号）。该议案亦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公告所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并
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实清楚，是公司正常经
营发展之必需。上述关联交易内容真实，程序合法、有效，能够保证定价公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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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就上
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能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合法，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合理，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提交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情况以及年度审计机构
的审计结果，公司 202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如下：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方

接受劳务方
（关联人）

交易内容

综合服务（提供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
水、电、暖、船舶
有限公司
管理、维修等）
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 港口装卸服务及
团日照有限公司
其他
日照港国际物流园区 港口装卸服务及
有限公司
其他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 港口装卸服务及
限公司
其他
本公司
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 港口装卸服务及
限公司
其他
山东大宗商品交易中 港口装卸服务及
心有限公司
其他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 港口装卸服务及
司
其他
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 港口装卸服务及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其他
日照港通通信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 提供动力、通信等
工程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单位：万元
2021年预计 2021年实际
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12,900.00

11,130.50

3,700.00

3,660.80

650.00

1,650.51

800.00

212.69

700.00

47.17

800.00

149.55

300.00

985.67

23,000.00

30,445.71

4,800.00

1,057.47

注：①本议案中预计金额均为含税金额，实际发生金额均为不含税数，下同。
②2021 年 5 月，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
③2021 年 4 月,“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
④报告期初，
“日照港通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21 年 7 月，“日照港通
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港口科技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同时公司持股比例变更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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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劳务、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接受
劳务方

本公司

日照港裕廊股
份有限公司

日照港股份岚
山港务有限公
司
日照港山钢码
头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方
2021 年预计 2021 年实际
交易内容
（关联人）
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
综合服务
7,000.00
8,395.68
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
铁路包干费
48,500.00
44,952.14
团有限公司
物流短倒、劳务及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
装卸、清洁等业务 135,000.00
90,516.11
公司及其子公司
总包服务
日照中燃船舶燃料
采购材料
14,000.00
19,797.08
供应有限公司
日照临港国际物流
货物中转服务
360.00
327.43
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 皮带输送机输送
6,200.00
3,693.64
务有限公司
费
日照港中远海运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 货物筛分、配矿等
4,300.00
1,796.47
公司
日 照 港 机 工 程 有 限 机械制造、维修采
3,200.00
5,008.77
公司
购服务
物流短倒、劳务及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
装卸、清洁等业务
5,600.00
6,474.30
公司及其子公司
总包服务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
铁路包干费
1,500.00
1,622.49
团有限公司
日 照 海 港 装 卸 有 限 劳务及装卸、清洁
5,000.00
23,137.44
公司及其子公司
等业务总包服务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 皮带输送机输送
1,000.00
2,040.20
务有限公司
费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
综合服务
300.00
154.53
务有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 港内作业及劳务
1,300.00
468.17
公司及其子公司
承发包服务

注：①2021 年 3 月，
“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日照港股份岚山港务有限
公司”
，本公司岚山装卸分公司业务划转至日照港股份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3.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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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预计 2021 年实际

山东港口日照
港集团有限公
司
日照港集团岚
山港务有限公
司

本公司

本公司

土地使用权
办公、仓储场所
不动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

发生金额
16,532.09
670.20
647.10
11,778.20

发生金额
15,167.05
650.99
575.40
10,805.69

726.56

663.26

1,822.50
397.42
396.53
39.37

1,672.02
364.60
373.33
36.12

112.74

103.43

137.24

41.78

150.87

138.41

2276.00

1,486.20

综合服务

码头场地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 土地使用权
公司
仓库使用费
综合楼
日照港达船舶重工有 土地使用权及
限公司
岸线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
本公司
港口设施租赁
司及其子公司
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
土地使用权
限公司
日 照 港 裕 廊 股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 泊位及堆场租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赁
山东港口日照
港集团有限公
司

4.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代收款

关联人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
团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代收货物港务费

2021 年预 2021 年实际
计发生金额
发生金额
12,500.00

12,936.40

5.金融服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期向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取得借款 10,000 万元，本期
偿还 1,8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 50,850 万元未归还，借款期间产生
利息支出 2,055.35 万元，资金存放利息收入 366.97 万元。
（三）预计 202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及生
产经营管理需要，对 2022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
提供

接受劳务方

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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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2022 年预计

劳务方

本公司

（关联人）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团
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
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航运集团有限
公司
日照港国际物流园区有
限公司
山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

发生金额
综合服务（提供水、电、维
修、通讯、船舶管理等）

16,0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1,0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5,0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4,0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8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3,000.00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200.00

本公司主要参股企业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2,500.00

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港口装卸服务及其他

34,000.00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劳务、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接受
劳务方

本公司

提供劳务方
（关联人）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日照中燃船舶燃料供应
有限公司
日照临港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
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日照有限公司
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交易内容

2022 年预计
发生金额

综合服务

11,000.00

铁路包干费

50,000.00

接受融资担保

700.00

劳务及装卸、清洁等业务总
包服务

50,000.00

采购材料

26,500.00

货物中转服务

1,600.00

货物筛分、配矿费

2,200.00

信息系统维护等

2,500.00

计量、理货费等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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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裕廊股
份有限公司
日照港股份岚
山港务有限公
司
日照港山钢码
头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
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
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机械制造、维修采购、船舶
维修
劳务及装卸、清洁等业务总
包服务
铁路包干费

7,500.00
3,000.00
1,850.00

劳务及装卸、清洁等业务总
包服务

55,000.00

皮带输送机输送费

68,000.00

港内作业及劳务承发包服务

1,000.00

3.关联租赁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内容
土地使用权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
本公司
有限公司

办公、仓储场所

不动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
本公司
有限公司
综合服务
码头场地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 土地使用权
有限公司
限公司
仓库使用费
综合楼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
土地使用权
有限公司
日照港达船舶重工
土地使用权及岸线
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
港口设施租赁
公司及其子公司
日照中联港口水泥
土地使用权
有限公司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 日照港集团集装箱
泊位及堆场租赁
公司
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2022 年预计
发生金额
24,784.40
670.20
647.10
21,379.40
726.56
3,037.50
602.15
396.53
39.37
5,625.00
135.34
65.00
251.45
2,276.00

4.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人

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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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预计发
生金额

代收款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
团有限公司

代收货物港务费

13,5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港口集团”）是国有独资的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霍高原，注册资本 300 亿元，实际控制
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经营范围为：港口运营管理，港口产业投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和
航运配套服务，海岸线及港区土地资源收储和开发利用，远洋和沿海航运，货物运
输，仓储物流，大宗商品交易，股权和基金投资、管理、运营；船舶交易。
（二）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集团”）是国有独资的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为张江南，注册资本 50 亿元，实际控制人为山
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船舶修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船舶拖带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交通设施维修；铁路运输辅助
活动；日用百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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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港口经营；国内水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船舶引
航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班轮运输；铁路机车车辆维修；口岸外轮供应 。
（三）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山港务”）是日照港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周涛，注册资本 6 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从事货物中转、装卸、搬运、仓
储服务经营；港口拖轮经营；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及船舶维修经营；为
船舶提供淡水供应服务；皮带机运输。
（四）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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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国际贸易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集团日照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注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成文荣。山东港口国际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日照港集团持有其 49%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
品销售；非食用盐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木材销售；软木制品销售；肥料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日用百货销售；
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国
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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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
（五）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海物流日照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梁玮。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日照港集团持有其 49%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国
内船舶代理；无船承运业务；报关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装卸搬运；矿物洗
选加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机械设备租赁；集装箱租赁服务；金属制品修理；集装箱维修；供应链管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
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木材销售；纸浆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家用
电器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
议及展览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包装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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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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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保税仓库经营；出口监管仓库经营；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保税物
流中心经营；食品销售。
（六）山东港口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集团”）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
注册资本金 33,262.34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韶纲，是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东省港口
集团持股 70.3558%的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省际客船、危险品船运输；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省内船舶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国际班轮运输；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口岸外轮
供应；水路危险货物运输；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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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租赁；国际船舶管理业务；国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
代理；无船承运业务；船舶修理；船舶销售；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维修；集装箱租
赁服务；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七）日照港国际物流园区有限公司
日照港国际物流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物流园”）成立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注册资本金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廉海延。是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
团持股 45%的联营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搬运装卸、仓储服务；销售矿产品（国
家专项许可项目和禁止项目除外）、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监控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
除外）、木制品、初级农产品（不含食品）；货物监管服务；货运代理服务；普通货
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物流信息咨询服务；广告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燃料油信息中介服务。
（八）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焦日照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7 月 8 日，
注册资本为 116,623.75 万，法定代表人为管小俊，是公司持股 9.432%的联营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煤炭洗、选、配加工；线上及线下销售：煤炭（不含市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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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炭、煤制品、钢材、金属材料、铁矿石、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
用百货；煤炭技术开发及服务、煤炭信息咨询；普通货运；机电设备租赁与修理；
仓储服务；普通货物进出口。
（九）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限公司
日照中联港口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港口水泥”）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注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荣泽。是公司持股 30%的联营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水泥粉磨加工；水泥制品研发、生产、销售；普通货物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山焦日照公司和中联港口水泥为本公司参股企业。
（十）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日照港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中远海运”）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注册资本金 4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崔亮。是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
持股 50%的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从事国内沿海船舶、货物运输代理；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航空货运代理；物流服务、货物配载、仓
储服务、货物装卸（以上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集
装箱场站业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供应链管理；普通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煤炭、焦炭、
矿产品木材、建材、钢材、金属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普通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机电设备、化肥、沥青（普通的）、化工产品、纺织品、初级农产品（不含食品）；
展览展示服务；策划服务；物流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
（十一）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
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港装卸”）成立于 1998 年，注册资本金
1,2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唐绍廷。是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持股 37%的联营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为：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通用设
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交通设施维修；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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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生态环境材料销售；
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包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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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对外劳务合作。
截至 2021 年末，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共有 4 家子公司，分别为日照正泰装卸
有限公司、日照海港沃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蓝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日照港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本议案中日照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简称为“海港装卸”。
（十二）日照中燃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日照中燃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中燃”）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23 日，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施泽彪，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49%。
主要经营范围有：交通系统内汽油、煤油、柴油批发业务；码头和其他港口设
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等港口服
务；国内、国际航行船舶油料供应；危险货物运输（3 类）（以上范围有效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汽油、柴油零售（仅限分公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及国家专项许可产品）、桶装润滑油、沥青销售；普通货物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天然气（含甲烷的；液化的）、
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电≤60℃）。
（十三）日照临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日照临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物流”）是日照港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控股比例为 51.39%，注册资本 4,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马先彬。
主要经营范围为：货运代理、仓储服务(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装卸、
港内搬运,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农产
品（不含食品）、矿产品销售。
（十四）山东港口科技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科技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集团日照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29 日，注册资本金 5,204.08 万元，法定代表人徐延省。山东港口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本公司持有其 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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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为：通信工程设计、施工；安防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不
含特种设备、不含汽车）安装；建筑智能化、电信、电子工程施工；系统集成；计
算机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办
公自动化设备的销售、维修；日照范围内的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中的网络托管业务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变电站整体工程、送变电工程和非压力管道（不含特种
设备）安装工程、绿化工程、土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承装（修、试）电
力设施（以上范围凭有效资质经营）。
（十五）山东港口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集团”）是山东省港口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注册资本 44,868.246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福香。
主要经营范围为：港口经营；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安装改
造修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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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搬运装备制造；海洋
工程平台装备制造；深海石油钻探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
发；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工具制造；特种设备销售；智能港口装卸设备销售；物料
搬运装备销售；海洋工程装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矿山机械销售；
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船舶改装；船舶修理；机械设备租赁；运
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服务；集装箱制造；集装箱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
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船舶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广告发布。
截至 2021 年末，装备集团共有 3 家子公司，分别为日照港船机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陆海重工有限公司、烟台海港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十六）山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商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亮，是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的参
股公司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64.50%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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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服务、市场经营管理服务及其他配套服务
（含资金清算）；矿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酒精、豆
油、棕榈油、豆粕、初级农产品（不含食品）、木材及木制品销售（含网上销售）；
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货运代理；货物
监管服务；仓单监管服务；广告发布、会议服务、会展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十七）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集装箱”）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注册资本金 14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秦晓。是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持
股 100%的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仓储、
集装箱堆放、集装箱修箱清洗服务、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
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维修经营（凭有效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集装箱码头建
设；货运代理；国际船舶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品运输）；停车场经营；信
息技术服务；电子设备安装；非金融 IC 卡销售服务；无船承运人业务（凭有效资质
证书经营）。
(十八) 日照港达船舶重工有限公司
日照港达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达重工”）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7 日，
是由装备集团控股子公司日照港船机工业有限公司与日本中和物产株式会社于 2007
年共同出资设立的中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7,500 万元，港机公司持股比例为 60%，
法定代表人为徐三华。
主要经营范围为：造船业务（3 万吨级及以下）；修船业务；旧船改造和维护；
船用机械制造；钢结构工程；贸易代理。
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劳务
1.公司向山东港口集团控股子公司提供水、电等综合服务
公司向山东港口集团控股子公司提供水、电等综合服务，每年按实际使用量结
算。此外，公司还向日照港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船舶管理、通讯、维修等服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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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按实际业务量结算。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年度发生金额 16,000 万元。
2.公司向日照港集团控股子公司、贸易集团日照公司等提供货物装卸及其他服
务
本公司为日照港集团下属日照海通班轮有限公司、日照港集装箱等控股子公司、
贸易集团日照公司、陆海物流日照公司、航运集团、大商中心、日照港物流园、公
司主要参股公司提供相关货物的装卸及其他中转服务，并取得相应收入，所收取费
用与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该关联交易由多个单项关联交易合同组成。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与日照港集团控股子公司发生 1,000 万元，与贸易集
团日照公司发生金额 5,000 万元，与陆海物流日照公司发生金额 4,000 万元，与航
运集团发生金额 800 万元，与大商中心发生金额 200 万元，与日照港物流园发生金
额 3,000 万元，与公司主要参股公司日照山焦公司、中联港口水泥等发生金额 2,500
万元。
3.公司向日照港中远海运提供货物装卸、中转、拖轮业务等港口作业服务
因发展业务需要，公司为日照港中远海运提供货物装卸、中转、拖轮业务等港
口作业服务，并取得相应收入，所收取费用与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该关联
交易由多个单项关联交易合同组成。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34,000 万元。
（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接受劳务、采购商品
1.山东省港口集团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消防、道路管理、修
理等综合服务
日常经营活动中，公司接受山东省港口集团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警卫消防、交通
管理、修理、会议、航道维护等综合服务。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11,000 万元。
2.日照港集团向本公司提供港内铁路运输服务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廊公司”）生产作
业区域内的港区铁路及取调车业务均归属日照港集团所有。本公司及裕廊公司因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使用港区铁路进行货物集港、疏港运输等事项。本公司及裕廊公
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了《港内铁路包干费综合服务协议》及《港内铁路包干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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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补充协议》，约定日照港集团为本公司及裕廊公司提供港内货物集疏港铁路综合
服务。
2022 年度，预计该项关联交易本公司发生金额为 50,000 万元,裕廊公司发生金
额为 1,850 万元。
3.公司接受日照港集团提供融资担保
为确保本公司顺利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融资，日照港集团将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提供担保的年化费率为 5‰，担保
费据实结算，不要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数额由公司根据资金
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协议为准。
2022 年度，预计该关联交易本公司担保费发生金额不超过 700 万元。
4.海港装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劳务等综合服务
为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管理及安全环保管理工作，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本公司、
裕廊公司及日照港股份岚山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岚山港务”）委托海港装
卸向其提供劳务服务，公司、裕廊公司及股份岚山港务将按照市场价格和相关作业
标准按实际货物发生量支付作业费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部分劳务服务业务总包给海港装卸，按照市场价格，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与海港装卸签订相关服务合同。
2022 年度，本公司预计支付劳务费用发生金额约 50,000 万元，裕廊公司预计支
付劳务费用发生金额约 3,000 万元，股份岚山港务预计支付劳务费用发生金额约
55,000 万元。
5.日照中燃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燃料供应服务
日照中燃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燃料供应服务，按照市场价格，公司将按
照实际使用量结算。
2022 年，该项采购预计发生金额为 26,500 万元。
6.临港物流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货物中转服务
在岚山港区的日常生产经营中，临港物流承揽了本公司部分货物的中转、倒运
和仓储作业，公司根据其机械、工班实际参与作业的货物种类、作业过程、作业量、
货场入库量等，按照相关作业标准向其支付过程作业费、杂作业费、临时作业费、
仓储费以及管理费用等，费用计算标准与对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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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本公司与临港物流该项服务费用预计发生金额 1,600 万元。
7.岚山港务向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皮带机输送服务
生产经营过程中，本公司下属子公司股份岚山港务需使用岚山港务的带式输送
系统进行货物输送服务，输送费按 3.5 元/吨的标准计算。2022 年度，股份岚山港务
拟就该事项分别与岚山港务续签《矿石输送合同》。
2022 年度，股份岚山港务与岚山港务该项服务预计年度发生金额 6,800 万元。
8.陆海物流日照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货物筛分、配矿等服务
生产经营中，为满足客户需求，公司与陆海物流日照公司签署相关作业服务合
同，约定陆海物流日照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货物筛分、配矿等服务，港口作业包干费
采取货物吨计付方式，费用计算标准与对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2,200 万元。
9.科技集团日照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信息系统维护等服务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科技集团日照公司提供信息系统日常开发维护、培训、
安装调试等服务，费用计算标准与对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该关联交易由多
个单项关联交易合同组成。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2,500 万元。
10.装备集团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机械制造、维修维护、船舶
维修服务
装备集团下属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港达重工、山东陆海重工有限公司等控
股子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机械制造、维修维护、船舶维修等服务构成关
联交易，该类关联交易由多个单项关联交易合同组成。费用计算标准与对其他无关
联关系的客户相同。
2022 年度，该项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7,500 万元。
11.海港装卸向日照港山钢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码头公司”）提供劳
务承发包服务
山钢码头公司将机械维保、仓储服务、后勤保障、装卸船调度、流程设备运行
等业务总包给海港装卸，按照市场价格，根据实际业务需求，与海港装卸签订相关
服务合同。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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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租赁
1.本公司向日照港集团及岚山港务租赁土地使用权
（1）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与日照港集团签署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约定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土地使用权，租金单价为 30 元/平方米•年，租赁期限截
止 2022 年 7 月 14 日，以后根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进行调整。2017 年度，因市
场价格等因素，经双方协商，对该项租赁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租金单价为 45 元
/平方米•年，租赁价格总金额为 3,816.87 万元/年。
2017 年，因公司港区规划调整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了相关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公司向日照港集团新增租赁土地使用权 8 宗，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租金单价为 45 元/平方米•年，租赁价格总金
额为 6,698.46 万元/年。2018 年，因租赁土地范围发生变化，双方签署了相关补充
协议，约定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土地使用权 8 宗，租赁面积为 140.44 万平方米，
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租金单价为 45 元/平方米•年，
租赁价格总金额为 6,319.88 万元/年，以后根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进行调整。
经 2018 年 3 月 20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本公司与日照港集
团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租赁其拥有的 1 宗土地，租赁面积 142.11 万平方
米，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含税年租金为 6,395.34 万
元，以后根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进行调整。
（2）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与岚山港务签署两份《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其中一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61,894.7 平方米，租赁期限截止 2024 年 3 月 31 日，
租赁金额为 485.68 万元/年；另一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473,958.79 平方米，租赁
期限截止 2032 年 3 月 31 日，租赁金额为 6,190.63 万元/年。
2019 年，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岚山港务签署了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公司向岚山港务新增租赁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 123.21 万平方米，该地块土地使用
权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38 年 12 月 31 日，租金单价为 42 元/平方米•年，
租赁价格总金额为 5,101.89 万元/年。以后根据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进行调整。
为实现公司可持续经营发展和客观的体现土地价值，经租赁双方协商，按合同
约定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情况进行调整，拟将上述土地租赁价格调整为 75 元/平方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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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以上公司与日照港集团发生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4,784.40 万元，
公司与岚山港务发生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1,379.40 万元。
2.本公司及裕廊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办公及仓储场所
2022 年公司拟与日照港集团签署《房屋租赁合同》，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670.20 万元。
3.本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岚山港区部分不动产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用岚山港区中区港口四站（110KV 变
电站）、供水调节站、污水处理厂等相关固定资产设备及设施，双方约定年租金 647.10
万元，该租赁价格为所租赁资产所需支付的全部费用，公司无需承担相关土地及场
地使用等费用。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647.10 万元。
4.本公司与岚山港务综合服务性租赁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 日与岚山港务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约定岚山港务向
本公司提供港口经营性综合服务，协议价格为每年 801.60 万元，服务期限截止 2032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度，根据资产实际情况，该项下的租赁范围发生调整，公司
与岚山港务重新签署《综合服务协议补充协议》，调整原协议价格为每年 726.56 万
元。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726.56 万元。
5.裕廊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码头场地、土地使用权和仓库使用权
依据裕廊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相关码头场地和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裕廊
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赁部分港区码头场地，租赁期限截止 2031 年 3 月 31 日，租赁
金额为 1,822.50 万元/年。
依据裕廊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裕廊公司向日照港集
团租赁部分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截止 2032 年 5 月 31 日，土地租赁单价为 3.3 万
元/年•亩，租赁金额为 397.42 万元/年。
经双方协商，自 2022 年起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拟将上述土地租赁单价调整为 5 万
元/年•亩。2022 年度，上述两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分别为 3,037.50 万元和 602.15
万元。
依据裕廊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相关仓库租赁协议，租赁日照港集团部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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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码头的仓库以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租赁期限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期内租
赁金额共计 835.31 万元，每年租金为 119.33 万元。2018 年，因裕廊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日照港集团对上述资产进行了升级改造，经双方协商，并签订了相关补充协
议，裕廊公司一次性支付 186 万元作为未来五年的补充租金，每年租金摊销 37.20
万元。2019 年，仓库租金在原租赁价格的基础上增加了 240 万元。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396.53 万元。
依据裕廊公司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综合楼租赁协议，裕廊公司向日照港集团租
赁综合楼，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面积 1,312.5 平方米，
每年租金为 39.37 万元，本协议到期后裕廊公司拟于日照港集团续签本协议。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39.37 万元。
6.公司向日照港集装箱出租土地使用权
双方约定，公司向日照港集装箱出租泊位及土地，租赁面积约为 1,125 亩，租
金单价为 5 万元/年•亩，以后根据市场价格，双方进行协商调整。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5,625 万元。
7.港达重工向本公司租赁土地及码头岸线
依据公司与港达重工签署的相关土地及码头岸线租赁协议，港达重工向本公司
租赁部分土地及码头岸线，租赁期限截止 2038 年 6 月 30 日。土地租赁价格为 2 万
元/年•亩，码头岸线租赁价格为 0.4 万元/年•米，租赁价格每三年调整一次。因港
达重工租赁的土地及码头岸线范围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2019 年签署相关租赁协
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土地租赁价格调整为 3 万元/年•亩，码头岸线租赁价格为 0.29
万元/年•米，原租赁期限不变。
经双方协商，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拟将上述土地租赁单价调整为 5 万元/年•亩。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135.34 万元。
8.公司向海港装卸提供设备租赁等服务
本公司为海港装卸提供相关设备、设施的租赁服务，并取得相应收入，所收取
费用与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该关联交易由多个单项关联交易合同组成。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65 万元。
9.中联港口水泥向本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
依据 2018 年 6 月公司与中联港口水泥签定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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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泥向本公司租赁部分土地使用权，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 20 年，租赁面积为
33,526.67 平方米，租赁价格为 3 万元/年•亩。
经双方协商，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拟将上述土地租赁单价调整为 5 万元/年•亩。
2022 年度，该项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51.45 万元。
10.公司下属子公司裕廊公司向日照港集装箱提供泊位及堆场租赁服务
因生产经营需要，日照港集装箱承租裕廊公司部分泊位及后方陆域， 2022 年度，
该项关联交易上限金额为 2,276 万元。
（四）其他关联交易
1.代收港内货物港务费
本公司经营港口装卸业务，向托运人或货方收取的港口作业费包括货物港务费。
根据日照市口岸港航局和日照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
于日照市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维护和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日口岸港函[2018]1 号），
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
日照港相关港口经营单位应将实际收取的货物港务费按照 50%
上缴至日照港集团，专项用于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维护及管理。
2022 年度，预计该项关联交易金额为 13,5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采购商品依据招标结果确定合同金额，服
务类交易费用与其他无关联关系的客户相同。相关协议的签署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造成负面影响。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日常交易，为公司发展之必需。
（一）综合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办公场所租赁、码头及场地租赁等
该类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需，按照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实际服务范围和租赁
面积计算交易金额，合同协议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约定可根据市场价格变
化情况进行调整。
（二）港口装卸服务、货物中转和仓储、铁路包干费等
该类交易产生于公司主营业务作业环节，交易金额与实际完成的业务量相关，
多以单项/单船/单批货物为标的签署业务合同，总金额为多项合同累加形成，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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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作业效率，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三）工程服务类及设备采购类
该类交易多以招投标方式定价，程序合法、公开、公允。该类交易属偶发性交
易。
总体而言，上述关联交易能够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合理确定交易价格。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助于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和行业竞争力
的提升，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签署情况
2022 年，公司将就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或签署相关合同/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1.公司拟与岚山港务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相关补充协议；
2.公司拟与日照港集团续签《房屋租赁协议》；
3.公司及裕廊公司拟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与土地使用权租赁有关的补充
协议；
4.裕廊公司继续执行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办公用房有偿使用合同》、《现有码
头场地租赁合同》、《仓库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5.裕廊公司执行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物业租赁（销售）框架协议》；
6.裕廊公司分别执行与航运集团、贸易集团日照公司签署的《港口相关服务（销
售）框架协议》；
7.因公司岚山装卸分公司业务划转至股份岚山港务，相应合同主体随之发生变
更，股份岚山港务将继续执行与岚山港务重新签署《综合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8.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海港装卸签署相关劳务服务合同及业务承发包合同；
9.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股份岚山港务拟与岚山港务续签《矿石输送合同》；
10.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继续执行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港内铁路包干费综合服
务补充协议》；
11.公司拟与日照港集装箱签署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12.公司拟与港达重工签署相关租赁协议的补充协议；
13.公司拟与中联港口水泥签署相关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
14.山钢公司拟与海港装卸签署《港内作业协议》及《劳务承发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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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拟与临港国际物流续签《仓储服务协议》；
16.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将继续执行《岚山港区港口四站等资产租赁协议》；
17.公司拟于科技集团日照公司签署《系统开发及 IT 运行环境维护技术服务合
同》；
18.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关联方签署
相关合同或协议，交易价格将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或市场价格予以确定。提请董事会
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协议。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将继续执行约定期限内的其他交易事项。
如果 2022 年内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出已审议金额并达到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标准的，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将超出
预计部分的金额提请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披露。
七、上网文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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