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公告编号：2022-063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 于 调 整 2022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额 度 的 公 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控股股
东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旗下拥有主副食品、
旅游酒店等相关产业，包括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蔬菜果品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广州市致美斋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 8 字连锁店有限公司、广州东
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及广州花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上述企业在广州地区
具备较高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占有率。
我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旅行社、酒店、餐饮等业务，每年度我公司均需向岭南
集团及其旗下的主副食品企业采购商品、食品原材料，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旅游、
酒店企业采购旅行社及酒店服务，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企业租赁经营所需相关场
地；同时，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企业出售旅游及酒店产品及服务、提供旅游及酒
店等相关劳务，并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企业出租其经营活动所需相关场地。因此，
在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方面，我公司预计将与控股股东岭南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
数量较多的关联交易。
2、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
性公告》及《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并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发布《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表示广州市人民政府
将其持有的岭南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至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商控”）
。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关于关联
法人的规定，广州商控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岭南集团股权无偿划转的收购方而新增

其为公司的关联法人。由于广州商控旗下拥有零售业、物流业和展贸业等相关产
业，包括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超市
有限公司及广州市广百展贸股份有限公司等，上述企业在广州地区具备较高的市
场地位和市场占有率。
我公司的主要业务为旅行社、酒店、餐饮等业务，因此，预计我公司需向广
州商控及其旗下的零售企业采购商品、食品、原材料，并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的
物流企业采购物流及展贸服务；同时，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企业出售旅游及酒店
产品及服务、提供旅游及酒店等相关劳务，并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企业出租经营
活动所需相关场地。为此，在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方面，我公司与广州商控及其
子公司也预计将发生数量较多的关联交易。
3、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十届二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 的议案 》，预计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73,051,500.00 元，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2022-017）。
因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现预计 2022 年度公司向岭南
集团旗下企业采购食品原材料及旅行社或酒店服务、出售旅游及酒店产品或服务、
提供旅游及酒店劳务或接受酒店、旅游劳务等业务将有所增加；现预计 2022 年度
公司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企业出售旅游及酒店产品及服务、提供旅游及酒店等相
关劳务也将有所增加。因此，公司需对原预计的与岭南集团及其下属关联企业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调整。公司董事会十届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调整为 98,160,000.00 元。原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73,051,500.00 元，上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43,306,234.19 元。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在表决过程中，
参会的 4 位董事梁凌峰、罗枫、陈白羽、朱少东因属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董事田秋生、唐清泉、吴向能、郑定全以 4 票同意通过本议案。
上述《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
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额度调整是根据公司业务经营的实际需
要作出的，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由于调整后的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5%，因此，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鉴于 2022 年度预计公司将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旗下多家企业发生众多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的信息，因此，根据深交所相关规
定，鉴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同为岭南集团或广州商控实际控制，
且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预计未达到公司上
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现将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发生与
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分别以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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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97,585.09

43,306,234.1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鉴于 2021 年度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旗下多家企业发生众多与日常经营
相关的关联交易，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的信息，因此，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鉴
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同为岭南集团或广州商控实际控制，且岭南
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预计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 0.5%，2021 年度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下属关联企业发生与日
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分别以岭南集团和广州商控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具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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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2021 年 4 月 20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的《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 易 预 计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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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
集团

销售酒店服
务、旅行社服
务、场地出租
及旅游相关
产品

3,231,849.51

9,768,000.00

0.21%

-66.91%

广州
商控

销售酒店服
务、旅行社服
务、场地出租
及旅游相关
产品

391,472.45

-

0.03%

-

3,623,321.96

9,768,000.00

0.24%

-62.91%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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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2022-017）
。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披露的《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2022-017）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岭南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劲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969.2498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

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2 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C413-4 室及 D4、

D5、D6 层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商
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岭南集团成立于 2005 年，旗下企业主要以旅游业务和食品业务为主，依托酒
店、旅游、会展、食品四个产业发展平台，业务范围和渠道网络遍及中国和世界
各地主要旅游城市和地区。岭南集团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上述

主营业务最近三年的经营平稳，发展状况良好。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
总资产为 14,363,437,686.92 元，净资产为 6,937,590,101.07 元，营业收入为
2,358,344,206.64 元，净利润为 86,599,355.4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岭南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点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岭南集团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重要的旅游食品企业，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经营情况正常，且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中所涉及的事项属于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的日常经营事项。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且其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
(二)广州商控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国源
注册资本：人民币 72,366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

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3 楼

主营业务：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资产
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调研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大型活动组织策划服务（大型活动指晚会、运动
会、庆典、艺术和模特大赛、艺术节、电影节及公益演出、展览等，需专项审批
的活动应在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投资管理服务；商业特许经营；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贸易代理；佣金代理；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
除外）；道路货物运输代理；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原
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
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室内装饰、设计。
广州商控由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联合重组而成，定位为广州市属唯一的商贸流通资产整合主体、资本投资运营管

理平台，广州商控在商贸领域深耕多年，形成了以零售业为主体、物流业和展贸
业为两翼，以产业投资为连接点的业务体系。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
资产为 25,133,990,884.18 元，净资产为 14,338,822,379.75 元，营业收入为
3,214,547,446.51 元，净利润为 114,827,828.7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商控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岭南集团股权无偿划转的收购方，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点关于关联法人的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商控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的商贸流通资产整合主体、资本投资运营管理
平台，广州商控及其关联企业经营情况正常，且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中所涉及的事
项属于广州商控及其关联企业的日常经营事项。广州商控及其关联企业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且其财务状况良好，具备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每年度，我公司均需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的主副食品企业采购商品、食品原
材料，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旅游、酒店企业采购旅行社及酒店服务，向岭南集团
及其旗下企业租赁经营所需相关场地；同时，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企业出售旅游
及酒店产品及服务、提供旅游及酒店等相关劳务，并向岭南集团及其旗下企业出
租其经营活动所需相关场地。
由于广州商控旗下拥有零售业、物流业和展贸业等相关产业，因此，预计我
公司需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的零售企业采购商品、食品、原材料，并向广州商控
及其旗下的物流企业采购物流及展贸服务；同时，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企业出售
旅游及酒店产品及服务、提供旅游及酒店等相关劳务，并向广州商控及其旗下企
业出租经营活动所需相关场地。
在上述交易均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开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同时，鉴于上述关联交易均
属于岭南集团及其关联方、广州商控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营业务，因此，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参考岭南集团及其关联方、广州商控及其关联方与其
他非关联市场主体的同类交易，按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并按月度或季度进行结算。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
商的进展及时签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调整是基于日常经营需要作出的合
理预计和调整，此次调整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符合公
司的经营和发展要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由于岭南集团旗下拥有主副食品、旅游酒店相关等产业，广州商控旗下拥
有零售业、物流业和展贸业等相关产业，岭南集团及广州商控旗下企业均在广州
地区均具备较高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占有率，与我公司的旅行社、酒店、餐饮等业
务具有一定相关性，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正常运作必要的交易。
3、上市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4、上述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上述交易占公
司同类业务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所产生的，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十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