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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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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8月 27日,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1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贵阳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部分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关联事

项表决。 

 公司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产业投资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同时构成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口径（以下简称“证

监口径”）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

口径（以下简称“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公司与华能贵诚信

托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仅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

易均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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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业务，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业授信 5亿元，授信到期日

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同业授信用途：同业业务。 

公司拟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业务额度

为 10亿元。额度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 

（二）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业务额度

为 10亿元。额度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 

（三）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业务额度

为 10亿元。额度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 

（四）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质押式回购业务，业务

额度为 10 亿元。额度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 

（五）与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低风险授信51000

万元，担保方式为 100%保证金质押，授信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

起满一年，授信业务品种：银行承兑汇票。 

（六）与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额

度 5000 万元，授信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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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七）与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额

度 6300 万元，授信到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 

（八）与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通过不超过 1 亿元自有资金投资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总额 10 亿元，本

期发行金额 5 亿元，期限 1年。 

（九）与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授予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同业授信 29.1 亿元，额度到

期日为本议案通过之日起满一年，同业授信用途：同业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地上海市，注册资

本 2.2 亿，经营范围为基金管理业务，包括依法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的

设立和管理、基金管理和与此相关的其他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44.99亿元，所有

者权益为 20.61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16 亿元，净利润 6.71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戴国强先生担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和证监口径关

联交易。 

（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6 年，是由中国光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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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为 2,287.36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531.95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

入 158.66 亿元，利润总额 39.98 亿元，净利润 24.66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宏先生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和证监口径关

联交易。 

（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0年 12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是国内第一批从事证券经营的专业证券公司之一，注册地在四川省成

都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89.9 亿元，所有者权

益为 229.36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62亿元，利润总额 24.24

亿元，净利润 18.73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宏先生担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

行董事，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和证监口径关

联交易。 

（四）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成立，是总部位于前海蛇口自贸区的全国性金融保险机构。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代理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业务，代理险种为：机

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

外）、责任保险、船舶保险、货运保险、短期健康保险、短期意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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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保险；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3,026.62 亿元，所有者权益 270.09 亿元；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938.72 亿元，利润总额 16.33 亿元，净利润

11.13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宏先生对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可施加

重大影响，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和证监口径

关联交易。 

（五）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注

册资本 50000 万元,股东为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

贵州省贵阳市，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货物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销售：

普通矿产品、农产品、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化工产品（除

危险品）、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饲料、茶叶、

酒类、乙二醇、有色金属、有色冶金产品、黄金首饰、散装食品、预

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系统集成、软硬件开发及

销售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总资产 85,605.51 万元，总负债

54,803.6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9,983.53 万元，净利润

801.83 万元。 

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主要股东贵阳市国有

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

联交易和证监口径关联交易。 

（六）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8 月 16 日，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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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法定代表人：罗丽，注册资本 3000万元。经营范围：

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住房抵押（按揭）贷款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

业务。兼营：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

及使用不高于净资产 20%的自有资金进行符合规定的投资。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总资产 17,354.32 万元，总负债 14,255.3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0.43 万元，净利润 0.12 万元。 

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公司主要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

和证监口径关联交易。 

（七）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5 日，注册地：

贵州省贵阳市，法定代表人：凡树堂，注册资本 20000万元。经营范

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

付款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担保咨询、

财务顾问中介服务；以及使用不高于净资产 20%的自有资金符合规定

的投资）。截至 2020年 12月末，总资产 17,942.89万元，总负债 601.51

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0.46万元，净利润 388.76 万元。 

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公司主要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投

资管理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

和证监口径关联交易。 

（八）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注册资

本为 11.64 亿元，法定代表人毛荣，经营范围：产业投融资、发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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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金、资本运营、资产经营及股权管理、企业兼并重组、资产管理、

土地一级开发、工业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国际商贸

服务、咨询服务等。截至 2020 年末，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621.95

万股，占总股本 2.06%。截至 2021 年 3 月末，资产总额约为 363.03

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 134.19 亿元；2021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6.63 亿元，实现净利润 0.22 亿元。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主要股东，公司与其进

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关联交易和证监口径关联交易。 

（九）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旗下的专业从事信托业

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 61.95 亿元,注册地为贵州省贵阳

市,业务范围遍及全国。截至 2021 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 283.05 亿

元，所有者权益 239.71亿元，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0.01亿元，

利润总额 50.06亿元，净利润 37.65亿元。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为持股公司主要股东贵州乌江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与其进行的交易构成银保监口径的关联交

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开市场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符合中

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及公司同类业务定价管理制度，按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与公司实际业务需求相匹配，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

开展，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符合监管部门相关法规要求及公司关

-7- 



 

联交易管理相关规定，业务审核审批流程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要求，

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

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需履行如

下程序： 

（一）因公司独立董事戴国强先生担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且不存在其他构成关联方的情形，公司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

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规定；公司拟与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的业

务额度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因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宏先生担任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且不存在其他构成关联方的情形，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

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规定；公司拟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业

务额度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因公司独立董事刘运宏先生担任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且不存在其他构成关联方的情形，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豁免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

进行审议和披露”的规定；公司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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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额度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拟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额度已于

2021年度进行额度预计；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五）公司拟与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额

度已于2021年度进行额度预计；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六）公司拟与贵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额度已于

2021年度进行额度预计；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七）公司拟与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额度已于

2021年度进行额度预计；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八）公司拟与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的债券投

资已于2021年度进行额度预计；构成银保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九）公司拟与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额度构成银保

监口径重大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内部授权审批程序审查，并提交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审批后，报董事会进行了最终审批。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均已获得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意见：公司分别与中欧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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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产业投资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贵

阳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贵州天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贵阳市工商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的关联

交易事项，均与公司实际业务需求相匹配，属于公司正常业务，依照

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

易进行利益输送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上述业务的实际开展最终将根据公司关联交易集中度情况及监

管要求确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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