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20                证券简称：浙江东方                  编号：2022-018 

债券代码：163110.SH            债券简称：20 东方 01 

债券代码：163604.SH            债券简称：20 东方 02 

债券代码：175914.SH            债券简称：21 东方 01 

债券代码：188936.SH            债券简称：21 东方 02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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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6 日，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预计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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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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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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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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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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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0 万元 1,342.68 万元 

2 中韩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保险产品 800 万元 1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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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17 万元 

2021 年度，购买一般商品及原材料、大宗商品的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有较

大的偏差，主要系因疫情、交易机会等影响，交易开展未达预期。 

2、办公场所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2021 年度发生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金 450 万元 198.42 万元 

2 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租金 50 万元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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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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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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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万元 

3 
浙江国贸东方房

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0 万元 535.34 万元 

4 
浙江国贸东方房

地产有限公司 

省国贸集团 

及其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500 万元 180.96 万元 

5 
浙江国贸东方房

地产有限公司 

中韩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 万元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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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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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新增认购规模

59,000 万元，2021 年

公司下属金融、类金

融子公司收取管理费

7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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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或下属金

融、类金融子

认购私募基金

份额；收购不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

预计，最终以实际发
4,700 万元 



 

公司 公司 良资产 生额计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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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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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国贸东方房地

产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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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国贸东方房地

产有限公司 

浙商金汇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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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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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 万元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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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亦未开展代建管理、监管服务等项目。 

（三）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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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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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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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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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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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家具租赁 

序号 关联方 交易类型 2022 年度预计金额 

1 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 租金 1,700 万元 

2022 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省国贸集团或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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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万元，公司或子公司拟向省国贸集团

或其子公司租入办公家具，参考市场价格，预计支付租金不超过 100 万元；省国



 

贸集团子公司拟向公司租用办公场所，参考相似场所租金，预计支付租金不超过

1000 万元。 

3、提供或接受劳务 

序号 提供方 接受方 劳务类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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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东方房产 公司下属子公司 物业管理费 1,000 万元 

1）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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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手续费总额累计

不高于 50 万元。 

2）公司下属子公司拟向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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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东方房产拟向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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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对方 本公司交易方 类型 2022 年度预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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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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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资产或

其子公司 
浙金信托 共同投资 

业务规模难以准确预计，

最终以实际发生额计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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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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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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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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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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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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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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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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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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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项目监管和信托项目投前研判服务等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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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年度报告

时进行统计公告。 

5）浙金信托或管理的信托计划拟同浙商资产及其下属子公司、浙商资产实

际控制的其他形式的主体（如实际管理的基金），共同投资设立特殊目的合伙企

业，浙金信托或管理的信托计划将在合伙企业中享有与关联方同等或优先权益。

因具体的出资规模需依照届时标的资产情况确定，目前难以准确预计，最终以实

际发生额计算，公司将在 2022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6）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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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

公告。 

7）国贸东方房产拟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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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

告。 



 

8）公司拟在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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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年度报告时进行统计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1、省国贸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省国贸集团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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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省国贸集团

持有公司 48.52%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省国贸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省国贸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4,389,537.85 万元；净资产 4,407,784.4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8,473,887.13 万元；净利润 473,522.32 万元。 

2、浙商资产 

浙商资产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6 日，注册资本 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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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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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6,823,585.13 万元；净资产 1,560,241.7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32,834.58 万元；净利润 77,4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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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副总裁裘高尧先生于

2020 年 8 月起不再担任国贸东方资本董事长职务，因此自 2021 年 9 月起国贸东

方资本不再作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贸东方资本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06.37 万元；净资产 9,494.7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3,326.73



 

万元；净利润 1,899.56 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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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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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399,403.72

万元；净资产 55,258.1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17,324.79 万元；净利润

-11,722.33 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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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为孙

波。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于 2021 年 3 月将原持有的国贸东方房产

全部股权转让给省国贸集团子公司浙江省国贸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因此自

2021 年 3 月公司控股股东省国贸集团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国贸东方房产 100%股

权，国贸东方房产为公司关联方。 

国贸东方房产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1,071.51 万元；净资产 25,934.76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0,389.57 万元；净

利润 1,851.07 万元。 

6、永安期货 

永安期货成立于 1992 年 9 月，注册资本 145,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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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股权，公司副总经理王正甲兼任永安期货董事，

公司监事胡海涛兼任永安期货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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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497,177.14 万元；净资产 1,158,567.8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3,784,151.82

万元；净利润 130,6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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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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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