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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2-018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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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关联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唐海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通过该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2022年计划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

依据市场情况定价，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允、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效的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3、审计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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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2021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新疆中欧联合物流有限公司  4,100.00  3,806.39   

青岛海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300.00   1,033.53   

青岛港易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50.00   572.20   

成都近达物流有限公司 200.00 3.93  

小计 6,450.00  5,416.0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成都近达物流有限公司 500.00  290.69    

新疆中欧联合物流有限公司 450.00  186.74    

青岛港易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50.00  104.85    

青岛海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0.00  8.81    

小计 1,500.00  591.09    

合计 7,950.00 6,007.14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新疆中欧联合物

流有限公司 
 6,000.00  0.42 3,806.39  0.32 

预计业务规模增加

导致 

青岛海新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2,000.00   0.14 1,033.53  0.09   

青岛港易通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1,000.00   0.07  572.20 0.05    

小计 9,000.00   0.63 5,412.12  0.46    

接受

关联

新疆中欧联合物

流有限公司 
500.00  0.04  186.7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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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

供的

劳务 

青岛港易通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300.00  0.02  104.85  0.01    

青岛海新达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0.01  8.81  0.00    

小计  900.00 0.07  300.40  0.0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新疆中欧联合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新疆中欧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欧”）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凯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16日 

股本结构 

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0%、华铁联达（北京）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34%、新疆大陆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6%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1号 

经营范围 

航空国际货运及代理；海上、陆路国际货运及代理；国际货运的

揽货、订舱、托运、仓储、包装；货物的监控、监卸、集装箱装拆

箱、分拨、进出口报关、报检、报验、保险；货运代理咨询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铁路运输及代理；公路运输及代理；代理进出口；

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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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新疆中欧总资产为 2,090.97 万元，净

资产为 1,291.64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05.06万元，

净利润 185.82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高管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第二

款（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青岛海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海新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海新达”）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唐海 

注册资本 1,444.4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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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结构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6.00011%、青岛陆海威

迪斯进出口有限公司持股 27.00008%、日本日新运输株式会社持

股 27.00008%、青岛简道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9.99972%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萍乡路 53号 

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无船承运业务（道路运输许可证,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

格登记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承办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

代理；仓储（不含危险物品）、装卸、包装、分拣、检品、检针、

整理服务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相关短途运输；集装箱维

修；针纺织品、皮革制品、鞋帽、服装、木制品、家具、汽车零配

件、工艺品、金属制品（除专控）、日用百货、电子元器件、环保

设备的进出口;水果蔬菜、鲜活海产品、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的

批发及网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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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青岛海新达总资产为 11,237.31万元，

净资产为 4,562.6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737.00 万

元，净利润 953.41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高管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第二款（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青岛港易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青岛港易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港易通”）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勇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年 9月 19日 

股本结构 
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持股 65%、海程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持股 35% 

注册地址 青岛市市北区港华路 7号 

经营范围 

从事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货物运输的无船承运业务。（无船承

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国际运输代理业

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拆装箱、结算运杂

费、报关、报验、租船业务、运输服务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

询；软件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维护及服务外

包；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科技研发；【网络工程、网络信息技术

服务】（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及电信增值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经营

的须凭许可证经营）；企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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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最近一年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青岛港易通总资产为 10,520.97万元，

净资产为 3,364.19 万元；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263.10 万

元，净利润 529.71万元。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担任董事的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第二

款（三）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有偿、公允的原则，定

价依据与其他无关联第三方同类业务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遵循了自愿、平

等、公平、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参考同类服务产品的市场价格水平作为定价依

据，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