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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机构”）作为重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重

庆银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

董事杨雨松先生、刘影女士回避表决。该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关联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重

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宾馆有限公司、重庆康居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市城市害虫防治研究所需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公司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银行正常

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

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法律法规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

对《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表示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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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银行正常经营

范围内的常规业务，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

规定，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和类别 

单位：亿元人民币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2020 年 
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 
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 

1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30 38.55 

2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35 50 

3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8.85 11.85 
4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2 5 
5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7.51 13.51 

6 
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19.75 25.45 

7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相关方 
授信类业务 56 46.6 

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3 3 
9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5.4 10 
10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0 20 

11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10 15 
非授信类业务 4.5 15 

1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30 30 

非授信类业务 16 20 
13 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授信类业务 4.25 4.25 
14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26.7 26.7 

15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30 30 

16 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6 6 
17 重庆市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5 5 
18 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非授信类业务 2 6 
19 关联自然人 授信类业务 1.7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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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授信类业务为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授信业务；非授信类业务包括

关联方向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同业借款业务、关联方向公司授信客户提供的连带责

任担保业务等。 
2.以上预计额度可适用于公司或者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公司或者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将按照

公司的授权方案，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及关联交易审批，实际交易发生时，以公司有权审批机

构出具的书面批复为主； 
3.以上关联交易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以内的，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董事会权限

之外的，自当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上表所列关联交易额度的有效期至公司下一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二、关联法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 号  

注册资本：1,6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剑铭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从事投资业务、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资产管理，企业

重组兼并咨询、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66.68 亿元，总负债

1,100.30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8 亿元，实现净利润 40.5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该公

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系重庆银行关

联方。 

“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

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二）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佳园路 2 号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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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仕川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58.85 亿元，总负债

548.14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33 亿元，实现净利润 7.63 亿元。 

关联关系：按《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该公

司向重庆银行派驻了监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及关联方。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庆银

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三）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山大道黄环北路 2 号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志豪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摩托车、摩托车

发动机、车辆配件、摩托车配件、小型汽油机及配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汽油

机助力车及配件;销售:有色金属（不含贵金属）、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白银饰品、

计算机、体育（限汽车、摩托车运动）及运动产品（不含研制、生产）;为本企

业研制、生产、销售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经营本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

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批发、零售:润滑油、润滑脂;普通货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94.07亿元，总负债 165.73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74.50 亿元，净利润-46.9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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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商业银行与

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持有重庆银行 5%以上股份，

同时向重庆银行派驻了董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及关联方。 

（四）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9 号 10-1 号 

注册资本：120,820.4602 万元 

法定代表人：江津 

经营范围：嘉陵江石门大桥、嘉华嘉陵江大桥、长寿湖旅游专用高速公路经

营、维护（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房屋建筑工程（二级）；销售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

金、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木材、建筑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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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4.59 亿元，总负债 27.10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39 亿元，实现净利润 2.50 亿元。 

关联关系：按《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该公司

向重庆银行派驻了董事，系重庆银行主要股东及关联方。 

（五）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同兴工业园区 B 区 

注册资本：1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巧凤 

经营范围：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向工业、高科技产业、房地产业、体育文化产

业进行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吸收社会存款在内的金融业务），研制、生产、

销售：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内燃机零部件（不含汽车、摩托车、内燃机

发动机制造）；销售:力帆牌载货汽车；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不含稀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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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无线电发射及地面接收

装置）。（经营范围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

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2.41 亿元，总负债 82.81

亿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71 亿元，实现净利润-7.01 亿元。 

关联关系：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商业银行与

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前董事汤晓东（已

辞任，重庆银行已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公告）关联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六）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80 号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喻杨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负责政府对外经济援

助项目的实施；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开展服务贸易；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银

行、证券、保险等需要取得许可或审批的金融业务）；销售煤炭、焦炭、汽车及

其配件、普通机械、摩托车及其配件、摩托艇、矿产品、冷冻鲜禽畜肉类、饲料、

农副产品、重油、润滑油、金属材料、铝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塑料原料及其

制品、化工产品及其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皮革及其制品、服装鞋帽、纺织

品、通讯设备、手表、五金、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

飞机零部件、民用直升机，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217.32亿元，总负债 163.86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2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93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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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对外经贸（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

定为重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企业。 

（七）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18 号 

注册资本：189,871.7503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中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日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化

妆品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二手车经销，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244.82亿元，总负债 210.29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09.08 亿元，实现净利润-14.52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是指，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相关的，且根据重庆银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等能够被认定为重

庆银行关联法人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八）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注册资本：664,510.9124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庆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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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证券经纪；（二）证券投资咨询；（三）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四）证券承销与保荐；（五）证券自营；（六）证券

资产管理；（七）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八）融资融券；（九）代销金融产品；（十）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一）股票期权做市。 

经营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658.51亿元，总负债 462.93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4.89 亿元，实现净利润 9.65 亿元。 

关联关系：按《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该公司

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

方。 

（九）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聚贤街 25 号 2 幢 25 层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正斌 

经营范围：金融（含类金融）不良资产的收购、营运和处置，承接国有企业

改制上市、战略重组、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剥离的非主业资产和低

效无效资产（不包括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移交资产），以市场化方式收购、托管

社会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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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32.29亿元，总负债 101.50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9 亿元，实现净利润 0.72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 52 号渝兴广场 B2 栋 4 至 8 楼 

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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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

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审批和许可

后，方可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24.42亿元，总负债 452.97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81.64 亿元，实现净利润 7.95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的联营企

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一）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 3 号 

注册资本：557,397.496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世录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

借；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承兑及贴现，外

汇借款，外汇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自营外汇买卖仅限于办理即期外汇买

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

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家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

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而未获审批前不

得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367.63 亿元，总负债

2,175.80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43 亿元，实现净利润 15.04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的联营企

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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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6 号 

注册资本：1,135,7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建忠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297.90 亿元，总负债

9,404.28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6.30 亿元，实现净利润 99.88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三）重庆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云汉大道 117 号附 123 号 

注册资本：60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经营范围：半导体显示器件相关产品及其配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货物

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显

示器件及组件、其他电子元件、以及与显示器件、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

相关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

理（不含一级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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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为重庆渝富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的联营企业，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四）重庆兴农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路 70 号 1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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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79,981.6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壮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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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不得从事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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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11.42 亿元，总负债 113.58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46 亿元，实现净利润 2.57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五）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 12 号 3 幢 

注册资本：48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卫东 

经营范围：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相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非融

资担保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7.87 亿元，总负债 58.53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1 亿元，实现净利润 2.85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六）重庆市交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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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128 号第二十层 

注册资本：52,631.58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行 

经营范围：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性咨

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七）重庆市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路 9 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志明 

经营范围：主营再担保业务；兼营债券发行等金融产品担保业务，贷款担保、

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

与担保业务相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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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八）重庆进出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黄山大道中段 68 号 11 幢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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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再担保，债券发行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业务，履



13 

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经营情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61.72 亿元，总负债 25.00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5.61 亿元，实现净利润 1.74 亿元。 

关联关系：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规定，该公司与重庆银行主要股东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系重庆银行关联方。 

（十九）关联自然人 

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细则》

和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

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主要包括重庆银行关联法人的控

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重庆银行董事、监事、总分支行高

级管理人及有权决定或参与公司的授信和资产转移的其他人员，以及前述人员的

近亲属。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公允性分析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将坚持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并在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前提下开展相关业

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有利于充分发挥优质关联方客户资源优势，积极稳妥拓展公司业务；公司与关联

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的公允性原则，不会对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及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成员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沟通，查阅公

司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相关规章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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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银行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

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重庆银行预计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

制度，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  昕                卫进扬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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