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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实施转型的提示性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 ）于2020年10月23日起至2020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
式组织召开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运作办法》”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理办法》（以下简称 “
“
《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现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 ）以通讯方式组织召开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时间自2020年10月23日起至2020年10月29日17:00止。会议审议
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议案” ）。
2020年10月30日， 由本基金管理人的授权代表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对其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对
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见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0年10月23日， 其中融通军工份额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37,825,258.99份，占权益登记日融通军工份额总数的53.1528%；融通军
工A份额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12,551,882.00份， 占权益登记日融通军工
A份额总数的55.8049%，融通军工A份额出具无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合计363,621份
（无效原因：投票时间未在有效表决期间内）；融通军工B份额出具有效表决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
金份额合计12,588,890.00份，占权益登记日融通军工B份额总数的55.9695%。上述参加本次大会的本基金份
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0%以上 （指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融
通军工份额、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分别占权益登记日各自基金份额的50%以上，含50%），符合
《基金法》、《运作办法》和《基金合同》关于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条件。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37,656,066.95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份额
总数的99.5527%， 反对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169,192.04份， 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份额总数的
0.4473%，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份额为0份；
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A份额为12,551,882.00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A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
所代表的融通军工A份额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A份额为0份；
同意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B份额为12,588,890.00份，占参与投票的融通军工B份额总数的100%，反对票
所代表的融通军工B份额为0份，弃权票所代表的融通军工B份额为0份。
上述表决结果达到参加本次会议的融通军工份额、融通军工 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各自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基金份额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基金
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1万元，公证费1万元，合计为2万元，由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
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20年10月3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
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三、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复牌
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已于2020年10月30日起停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定以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融通军工A份额、融
通军工B份额自本公告发布日（为非交易日）后首个交易日（11月2日）开市起复牌。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本次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本基金将自2020年11月2日起进入转型选择期。具体转型选择期相关事
项，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
4、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
本次大会议案” ）。本次大会议案于
2020年10月30日获得表决通过，自该日起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基金管理人已于2020年10月31日在《证券
时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www.rtfund.com）发布了《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根据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决议，现将实施转型的相关事项提示如
下：
一、转型选择期安排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将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生效后、本基金正式转型前，预留至少二十个交易日的选择期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做出选择。本基金转型选
择期为2020年11月2日至2020年11月27日。选择期期间，融通军工份额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融通军工A份
额与融通军工B份额的交易，以及融通军工份额、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三类份额之间的配对转
换业务照常办理。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正式实施转型前，可选择赎回、转换转出融通军工份额或卖出
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对于在选择期内未做出上述选择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持有的场内融通
军工份额、 融通军工A份额、 融通军工B份额将转换为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以下简称“
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 ）场内份额；场外融通军工份额将转换为融通中证云计算
与大数据场外份额。
在选择期期间，由于本基金需应对赎回、转换转出等情况，基金份额持有人同意在选择期内豁免融通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等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基金
管理人据此落实相关事项， 并授权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 以及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申
购、赎回、日常转换或调整申购、赎回、日常转换的方式及限额等。
二、基金份额终止上市交易安排
为实施转型，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本次大会议案、《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的有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终止
上市业务。届时基金管理人将发布本基金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终止上市公告。
三、基金份额的转换及相关安排
转型选择期届满后，基金管理人将以2020年11月30日作为份额转换基准日，在份额转换基准日进行本
基金的份额转换。基金份额的转换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1、在基金份额转换基准日日终，以融通军工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
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转换成融通军工份额的场内份额。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融通军工份额的场内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取整后的余额计
入基金财产，仅持有1份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份额被注销的可能性。
份额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份额）的转换比例＝份额转换基准日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份
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份额转换基准日融通军工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后融通军工份额的场内份额＝基金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转换前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份额）的份额数×融通军工A份额（或融通军工B
份额）的转换比例
2、本基金管理人将基于上述转换结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份额变更登记申请，融
通军工份额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分别变更登记为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场内份额、场外份额，变更
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保持不变。原场外份额结转后的基金份额数，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后第3位四舍
五入，原场内份额结转而来的基金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由此产生的计算误差归入基金资产。
转换完成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将按照转换规则相应增加或减少。基金份额转换后，
由于基金份额数取整计算产生的误差，基金份额持有人存在着基金资产净值减少的风险。
四、关于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
根据 《关于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转型并修改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关于融通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分别修订为《融通中证云计算
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托管协议》，并据此编制《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
融通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2037号《关于准予融通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注册的批复》准予变更注册。
转型后的《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融通中证云计算与
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托管协议》将自2020年12月1日起生效。
五、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规定，在《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
同》生效后，开放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请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
告。
六、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及转型后风险收益特征发生变化的提示
1、本基金转型前后，原融通军工A份额和融通军工B份额的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的风险收益特征
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低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稳定的融通军工A份额或高预期风险、预期收益相对较
高的融通军工B份额变为持有融通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基金份额。转型后，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具有较高
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特征，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2、 转型后， 本基金由跟踪中证军工价格指数的分级基金变为跟踪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指数的
LOF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运作方式等发生变化，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转型后，
原融通军工A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的预期风险水平可能提高，原融通军工B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
份额的预期风险水平可能降低。
3、在基金份额的转换过程中，由于基金份额数取整产生的误差，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基金资产净值
减小的风险，其中对于持有份额数较少的融通军工A份额、融通军工B份额持有人，将面临持有的基金份额
转换后份额数不足一份而被计入基金财产的风险。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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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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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本行”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平安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养老险” ） 开展银行存款业务，预计产生利息支出人民币12.45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平安银行和平安养老险同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平安养
老险构成本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行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3129.83亿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最近
一期资本净额为4118.44亿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2.45亿元，本笔交易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0.40%，占本行资本净额0.30%。本行今年以来与平安养老险及本次拟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
人民币23.52亿元，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75%。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行
与平安养老险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 应经董事会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并及时披露。
2、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董事需回避表决。本行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就
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平安养老险于2004年12月在上海注册成立。注册资本：486000万人民币；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12楼、20楼、21楼、24楼；法定代表人：甘为民；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
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
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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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
保险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2019年末，平安养老险总资产526.56亿元，总负债425.33亿元，所有者权益101.23亿元，营业收入263.05
亿元，利润总额13.78亿元，净利润13.46亿元。平安养老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平安养老险开展银行存款业务，预计产生利息支出人民币12.45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正常银行业务，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的正常
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授信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今，本行与平安养老险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为人民币23.52亿元。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对前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平安银行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平安银行前述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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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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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银行” 、“本行” 或“
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我行与平安不动产合作
债券承销业务，本次合作涉及关联交易金额15.09亿元，包括：持券额度人民币15亿元、因承销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而发生的承销费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0.09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平安银行、平安不动产同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平安” ）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平安不动产构成我行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行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3129.83亿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最近一期资
本净额为4118.44亿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15.09亿元，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482%，占本行资本净
额0.366%。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该笔授信构成本行一般
关联交易。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平安不动产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25.312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占本
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809%；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行与平安不动产发生的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应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
并及时披露。
2、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无董事需回避表决。本行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就相关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不动产”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亿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171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主园孵化主楼六楼622，法定代表人：邹益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300192305553F，成立日期于1995年1月6日，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管理；工程顾问及监理；装修设
计；建筑装饰工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受委托管理的物
业的租赁业务；投资商贸流通业；物流园区投资及运营；养老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房地产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平安不动产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不动产投资及资产管理平台。截至2019年末，平安不动产经审计报告资产总额864.61亿元，负债总额492.21
亿元，所有者权益372.41亿元，净利润68.25亿元。平安不动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 证券代码：002140
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规定，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
东华科技” ）现公告2020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一、关于生产经营整体情况
项目
类型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新签约订单

中标未签约订单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数量

金额

（个）

（万元）

数量（个）

金额

数量（个）

（万元）

金额
（万元）

设计
技术性

即咨询、
65

3,941.30

0

0

657

111,656.54

工程

合计

设计项
目

服务

总承包

备注

1

12,235.00

3

188,078.00

65

66

16,176.30

3

188,078.00

722

1,720,113.34 含EPCM等
1,831,769.88

注：中标未签约订单含联合中标的阿联酋阿布扎比ADNOC鲁韦斯工业城ESPC石化一期60万吨/年甲
醇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EPCC）工程项目，中标合同金额暂按本公司在联合体占比，即60%的比
例进行折算，最终以合同为准。
二、关于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1、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3年7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工作，履行
期限约为36个月。本合同价格分为固定部分和非固定部分，其中固定部分价格为497,391,000美元，非固定
部分价格为24,462,000 美元，上述款项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0,813.83万元人民币，累计收款折合人民币13,494.69万元，
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3,975.93万元人民币。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同时鉴于该项目实际控制人已发
生变更，且该项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及建设条件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加大了该总承包合同履行的不确
定性，项目结算和回款存在一定风险。公司对该项目累计计提了33,900.00万元人民币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对该项目重大问题的决策事宜，正积极关注项目进展情况，与相关方
进行密切沟通，以期推动项目的重组、重启。该项目已采购设备的处置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2、黔西县黔希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万吨/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程合同
本合同于2011年1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2013年7月签订补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
项目EPC（设计、采购、施工、开车服务）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50个月。本合同金额为315,602.84万元，
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 目前正在办理竣工结算工作。 截至2020年9月30日， 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75,
392.20万元，累计收款278,131.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277,868.66万元。业主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3、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3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项目工程EPC/交钥匙工程总承包合同及补充
协议书
本合同于2014年3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并于2014年6月、2015年6月签订补充协议书；本公司主要
承担本合同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本合同金额为369,628.13
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由于业主长期拖欠工程款，本公司于2017年5月向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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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我行与平安不动产合作债券承销业务，本次合作涉及关联交易金额包括：持券额度人民币15
亿元、因承销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而发生的承销费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0.09亿元(按照承
销费率0.15%来计算)，共计15.09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本行的正常银行业务，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的正常
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过去12个月及拟与平安不动产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25.312亿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其中：
授信类25亿元，非授信类0.312亿元。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平安银行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平安银行前述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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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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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 、“
本行” 或“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联
爱晟房地产” ）授信额度人民币
交易的议案》，同意给予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22亿元，期限48个月，爱晟房地产提供土地抵押担保，适时办理在建工程抵押；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贷款
金额7.35亿元为限提供流动性支持函；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项目含
商住地块和产业地块，若产业地块使用本行额度，需提供爱晟房地产公司100%股权质押。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爱晟房地产是佛山市时代天宏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是佛山市时代天宏
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持股49%股东。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集团” ）控股子公司，爱晟房地产为平安集团联营公司，爱晟房地产构成本行主要股东平安集团会计
口径关联方。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爱晟房地产构成本行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行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同受平安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构成本行关联方。本行与上
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3129.83亿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最近一期资本
净额为4118.44亿元。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22亿元，占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70%，占本行资本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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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对该项诉讼作出一审判决（详见东华科技2018-018号公告）。内蒙古康乃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详见东华科技2018-037号公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6日对内蒙古康乃尔上诉案进
行判决，并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最高法民终732号】，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详见东华科
技2018-064号公告）。该项诉讼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由内蒙古通辽中院执行。2019年12月，通辽中院指定
的评估机构已完成对项目装置的评估工作，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8.28 亿元人民币。2020
年9月、10月，通辽中院分别组织了两次对上述资产的拍卖工作，但均已流拍。2020年10月，通辽中院出具
《执行裁定书》【（2019）内05执19号之五】及《变卖公告》，计划于2020年11月4日至2021年1月3日对上述
资产进行变卖。
2020年4月，本公司向通辽中院提起民事诉讼（即“
二次诉讼” ），请求解除该项目的总承包合同及补
充协议、判令内蒙古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支付合同解除后应付款项及利息等，通辽中院已受理该项诉
讼，详见东华科技2020-019号公告。2020年9月，二次诉讼在通辽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目前未判决。
一方面，本公司积极推动该项目的资产变卖工作，稳步推进二次诉讼工作，以收回工程欠款等款项。另
一方面，持续加强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项目业主及控股股东、相关单位之间的交流，以推进该项目的重组、
重启工作。
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213,267.50万元，累计收款211,994.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
算194,095.30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处于停工状态，业主方的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对该项目累
计计提了3,179.91万元资产减值准备。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及
管理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6年1月签订， 为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采购、 施工、“
三查四
定” 、培训、试车、工程验收、竣工结算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本合同金额为165,800万元人民币，由
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合同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
收入129,633.25万元，累计收款121,624.35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03,646.1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
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5、四川泸天化中蓝新材料有限公司2×10万吨/年聚碳酸酯工业化示范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6年8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设计管理、采购、施工、项
目管理直到工程中交以及后续的试车、质量保修等工作，履行期限约为22个月（业主方调整）。根据双方签
订的补充协议，本合同金额为58,669.24万元人民币，其中：设备购置费、主要材料费和工程建设管理费等固
定总价为41,816.16万元；安装工程费、建筑工程费等暂定总价为16,853.08万元，由业主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支
付条件及比例进行支付。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55,311.31万元，累计收款32,050.06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39,948.04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6、瓮安东华星景生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瓮安县草塘“十二塘” 景观工程（一期）项目EPC（设计、采
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EPC）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景观设计、设备材

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业主人员培训，以及协助完成项目验收的技术指导、支持和服务等工作，建设工期
约为19个月，合同金额为87,449.17万元人民币（暂估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68,010.63万元，累计收款67,083.69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68,159.93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7、惠水星城建设有限公司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工程总
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9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
验和指导竣工后试验等工作，建设工期约为730天，合同金额为77,742.65万元人民币（暂估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较计划进度存在滞后。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工程总承包项目累
计确认收入8,288.07万元，累计收款17,448.5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8,316.98万元。目前，项目业主正与政
府方商讨“
惠水县涟江河河道治理项目（北段）及涟江文化体育公园建设工程政企合作（PPP）项目” 的整
体推进方案，且PPP项目原建设方案可能发生重大调整，进而可能导致该工程总承包合同发生变更。该合同
项目已完工工程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8、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二醇一期工程60万吨/年乙二醇项目空分装置、锅
炉装置、脱盐水及污水处理装置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7年12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本合同项目界区内土建、给排水、设
备、管理、仪表与自控、电气等为完成本合同装置建设并实现中间交接的全部工作，在联动试车和投料试车
中为业主提供指导与支持服务；建设工期约为26个月，合同金额为108,448.57万元人民币（暂定价）。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93,605.11万元，累计收款94,845.3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85,484.17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9、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整治（含黑臭水体治理）标段三项目系列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8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主要承担明镜湿地、白龙湿地施工图设计及该项
目的部分施工任务，包括绿化工程、园林工程、水环境工程、湿地工程、景观工程及配套市政管线、道路、管
理用房等工程。建设总工期为1095天（约3年），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120,527.00万元，具体以竣工结算政府
部门审计价为准。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目前政府方正在办理项目建设的相关前期工作，项目实际进度较计划进度有一
定滞后。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未确认收入，累计收款5,722.85万元，未确认工程结算。该项目业主的履
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0、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岛项目乙二醇装置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8年12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由本公司与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华谊” ）作为承包人。本公司和上海华谊主要负责乙二醇装置的设计、采购、施工，负责单机试车、机械完工
直到工程中间交接前的全部工作，并在联动试车、投料试车和性能考核阶段对业主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服
务。上海华谊与本公司按照本合同明确各方承担的工作范围。同时，本公司作为承包人的牵头人，负责本合
同项目的全面实施和管理。本合同建设工期约24个月，合同金额为94,638.88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对应的部
分）。
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53,127.71万元，累计收款46,924.09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

额0.53%。根据《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该笔授信构成本行一般关
联交易。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行与爱晟房地产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占本行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应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批，并及时披露。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无董事需回避表决。本行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
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就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爱晟房地产” ）， 注册资本8.5亿元，注册地址：佛山
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海大道北9号翠湖新村3号楼二楼商铺230室，法定代表人：周四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600MA545WWY6U，成立日期：2019年12月9日，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城乡规划服务：城
镇体系规划服务、城市规划服务、乡镇规划服务、其他城乡规划服务。爱晟房地产是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为本项目新成立的公司，过往无开发记录。截至2019年末，爱晟房地产资产总额2.84亿元，净利润为
零。爱晟房地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不动产”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亿元，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171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主园孵化主楼六楼622，法定代表人：邹益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40300192305553F，成立日期于1995年1月6日，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管理；工程顾问及监理；装修设
计；建筑装饰工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受委托管理的物
业的租赁业务；投资商贸流通业；物流园区投资及运营；养老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房地产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平安不动产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不动产投资及资产管理平台。截至2019年末，平安不动产经审计报告资产总额864.61亿元，负债总额492.21
亿元，所有者权益372.41亿元，净利润68.25亿元。平安不动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给予佛山市时代爱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爱晟房地产” ）授信额度人民币22亿元，期限48个月，爱晟房地产提供土地抵押担保，适时办理在
建工程抵押；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贷款金额7.35亿元为限提供流动性支持函；广州市时代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10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项目含商住地块和产业地块，若产业地块使用本行额度，需提供爱晟房
地产公司100%股权质押。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前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前述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的正常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无重大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今，本行与爱晟房地产未发生关联交易。本行与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发生为授信提供流动性支
持的关联交易人民币30.09亿元，为授信提供维好协议的关联交易1.2亿美元（已披露的关联交易除外）。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郭田勇、杨如生、杨军、艾春荣和蔡洪滨对前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平安银行关于前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2、平安银行前述关联交易按商业原则协商订立具体交易条款，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
条件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八、备查文件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1日

47,608.40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1、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尾气制30万吨/年乙二醇联产LNG项目PC（采购、施工）总
承包合同及PMC项目管理合同
本合同于2019年4月签订，为总承包及PMC项目管理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目部分装
置的设备材料采购、建筑安装施工、投料试车直至项目机械竣工的全部工作；同时，本公司作为管理商，负
责本合同项目中剩余部分装置或主项（即本公司PC总承包范围内的除外）在建设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工作。
总承包合同总价款为178,900万元人民币 （含税）， 建设工期约为16个月；PMC合同总价为2,500万元 （含
税），服务时间约为20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69,831.35万元，累计收款67,010.12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64,440.24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2、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19年8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以及单机试车、机械完工直至装置中间交接前的全部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136,690.19万元人民币，建设工
期约为22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1,364.37万元，累计收款37,257.02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2,183.2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3、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180万吨/年乙二醇工
程项目草酸二甲酯装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0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工程采购、施工
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243,630.46万元人民币，建设工期约为15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9,858.19万元，累计收款51,295.94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5,435.33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
大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14、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180万吨/年乙二醇工
程项目乙二醇装置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
本合同于2020年5月签订，为工程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作为承包人，负责本合同项目的工程采购、施工
以及技术服务等工作；本合同总价款为138,218.9万元人民币，建设工期约为15个月。
本合同正在履行之中，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基本一致。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2,615.56万元，累计收款36,885.23万元，累计确认工程结算1,618.36万元。该项目业主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
变化，未来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1、以上签约主体为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重大项目是指项目金额占本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30%以上的项目。
2、以上重大合同具体签约情况可查询本公司发布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日常重大经营合同
公告。
3、鉴于以上有关数据存在阶段性，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最终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同时，
由于受客户情况变化、财务核算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未来确认的营业收入与合同金额并不完全一
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