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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过去 12 个月与中

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授信类

关联交易的余额为人民币 67,242 万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

加上即将发生的两笔授信类关联交易，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0.5%。该等授信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

不优于本行其他授信业务。该等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务，对

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

生授信类关联交易的余额为人民币 67,242 万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

除外），加上即将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将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0.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简

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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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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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应当予

以披露。该等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光大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比例为

29.00%，为本行第一大股东，根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受光大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为本行的关联法人，本行与该等企业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过去 12 个月内本行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行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光大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比例为

29.00%，为本行第一大股东，根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受光大集团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为本行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光大集团成立于 1990 年 11 月 12 日，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注册地为北京，法定代表人为李晓鹏，注册资本为 600

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和管理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信托、期货、租赁、金银交易；资产管理；投资和管理非金融业。截

至 2016 年 12 月末，光大集团合并总资产人民币 43,622.11 亿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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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营业收入人民币 1,313.35亿元，合并利润总额人民币 541.89亿元。  

过去 12 个月内或即将与本行发生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光大集团下

属企业（已披露的关联交易主体除外）的具体情况如下：  

1、中飞显庆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飞显庆”）成立

于 2012 年 2 月 1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天津自贸

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与欧洲路之间郑州路以南区域东疆金融贸

易服务中心 B 座 5003 室-33，法定代表人为刘晚亭，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 万元，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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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总资产人民币 126,848.18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276.01 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 12,373.2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72.71万元。 

2、中飞建德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飞建德”）成立

于 2011 年 11 月 4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天津自贸

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与欧洲路之间郑州路以南区域东疆金融贸

易服务中心 B 座 5002 室-02，法定代表人为刘晚亭，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 万元，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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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总资产人民币 23,877.3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667.63 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 3,278.6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034.09 万元。  

3、中飞建元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简称“中飞建元”）成立

于 2011 年 11 月 8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天津自贸

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与欧洲路之间郑州路以南区域东疆金融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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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服务中心 B 座 5002 室-30，法定代表人为刘晚亭，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 万元，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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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总资产人民币 25,425.4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899.98 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 2,864.3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597.55 万元。  

4、光大环保能源（乐山）有限公司（简称“光大环保”） 成立

于 2017 年 6 月 8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四川省乐

山市柏杨西路 41 号环卫局办公楼 305 室，法定代表人为胡延国，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43,4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垃圾发电；销售其所产

生的电力、灰渣、蒸汽、热气；城市垃圾焚烧服务；研究开发垃圾处

理技术，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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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环保及其控股股东光大环保

能源（乐山）控股有限公司均成立不足一年，其实际控制人光大集团

截至 2016 年 12月末的财务资料请参阅前文。 

5、上海安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安潜”）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8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法定代表人为陈萍，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 2017 年

11 月末，总资产人民币 30,100.1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5.10 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 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10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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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其他授

信业务；本行对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本行在过去 12 个月与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

生或即将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授信额度 授信时间 
交易余额 

（人民币） 

1 中飞显庆 6560万美元 2017年12月11日 42010.24万 

2 中飞建德 2000万美元 2017年12月29日 11783.36万 

3 中飞建元 2100万美元 2017年12月29日 13448.4万 

4 光大环保 21873万元人民币 - 未提款 

5 上海安潜 60000万元人民币 - 未提款 

上述关联交易的单笔授信额度不超过授信时本行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5%，不需要单独披露，经本行信贷审批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后，本行按照对客户授信一般

商业条款与关联法人签署具体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行的影响  

本行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以上关联交易为本行的正常授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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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关联交易的单笔授信额度不超过授信时本行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根据《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本行信贷审

批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后即可执行，

不需要本行董事会或/和股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行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

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本行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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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独立董事，我们

对截至 2018年 2月 2日本行在过去 12个月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集团”）下属企业累计发生或即将发生的 5 笔授信

类关联交易（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行对光大集团下属企业进行授信的事项属于本行日常业务

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等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

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2、该等关联交易，已经本行信贷审批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董事

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依法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王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