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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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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
全体董事，并于 2023年 1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董事局主席喻会蛟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5）。
关联董事喻会蛟、张小娟、张益忠、胡晓、喻世伦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3-006）。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于 2023 年 2 月 7 日

14:00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3-007）。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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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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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
通知了全体监事，并于 2023年 1月 1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监事 3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立福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5）。
关联监事马黎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且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3-006）。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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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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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

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 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喻会蛟、张小娟、张益忠、胡晓、
喻世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参与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事先获得独立董事认可，并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黄
亚钧、董静、许军利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基于日常经营活动需要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遵循公平合理
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局在审议该项议案时，相关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二、 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按照类别对 2023 年度将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48,194.6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方 2023年预计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0
浙江无花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40.00
杭州圆泽供应链有限公司 495.00
武汉传祥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249.79
圆通妈妈商贸有限公司 618.00
杭州思圆商贸有限公司 800.00
小计 21,402.79

关联方提供的劳务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7,905.43
上海圆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65,000.00
上海蛟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460.00
杭州千通速递有限公司 531.76
深圳市银利达速递有限公司 7,973.87
蜂暴云仓（广东）仓储有限公司 50.00
北京顺竺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548.61
西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47.17
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武汉市坤航快递有限公司 434.36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746.17
上海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425.00
杭州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60.00
圆通全球集运有限公司 141.51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 1,886.79
小计 89,210.67

向关联方出售商品/
提供劳务

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92,545.28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4.49
杭州千通速递有限公司 939.35
深圳市银利达速递有限公司 2,532.39
蜂暴云仓（广东）仓储有限公司 100.00
北京顺竺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7,501.44
武汉市坤航快递有限公司 6,282.60
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7.17
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37.74
西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207.55
浙江心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8,867.92
Cainiao Supply Chain Hong Kong Co.limited 1,000.00
深圳市鲸仓科技有限公司 1,714.79
浙江驿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4.15
杭州菜鸟橙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41.20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20
上海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1.10
上海星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2.65
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7
上海圆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68
杭州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0.48
上海蛟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0.12
上海翔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11.32
圆通全球集运有限公司 141.51
小计 332,329.20

向关联方采购设备
圆智自动化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88.50
小计 88.50

向关联方租入资产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265.80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61.39
圆通妈妈商贸有限公司 894.00
北京世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8.88
小计 2,660.07

向关联方出租资产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24.05
上海蛟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923.98
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4.59
圆通航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83
西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1,327.54
深圳市鲸仓科技有限公司 116.44
小计 2,503.43

合计 448,194.66
注：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将待 2022年年度报告经董事局审议通过后一并披露。
三、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喻会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04月 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1幢 6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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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
目：实业投资；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财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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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二) 上海圆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09月 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1层 K 区 160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基础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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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网络技术专业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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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汇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
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三) 浙江无花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阳庆
注册资本：1,0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10月 16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龙井路 8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用口罩批发；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广告设计、代理；专业设计服务；平
面设计；市场营销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中草药种植；水产品批发；食用
农产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农副产品销售；餐饮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珠宝首饰零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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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茶叶制品生产；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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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浙江无花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公
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四) 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泽奇
注册资本：1,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09月 24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凤联村仓里 9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基础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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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销售代理；
中草药种植；食用农产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水产品批发；供销合作社管理服务；新鲜蔬菜批发；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低温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化妆
品批发；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通讯设备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户外用品
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针纺织品销售；鲜肉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新鲜水果批发；中草
药收购；文具用品批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健康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鲜蛋批发；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餐饮管理；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家用电器销
售；金银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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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黄金峡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与
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五) 圆智自动化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8月 05日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软件新城天谷八路 528号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西区 609室
经营范围：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销售及技术服务；机械设备的设计、加工、安装、制造、

销售及技术服务；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的设计、安装；金属制品的加工、制造、安装；机电产品的销售；仓

储服务；机电一体化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除特种设备）；通讯设备、机电设备的
制造及销售；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禁止和须经审批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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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圆智自动化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与
公司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六) 圆通妈妈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阳庆
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4月 1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义乌国际陆港物流园 1-7号地块
经营范围：实物现场销售、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日用品、服装、五金交电、家用电器、食品；

卷烟零售；食品、服装的研发；服装干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服务；代缴水费、电费、燃气费、网络
通信费服务；出版物销售；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道路货物运输；飞机票、火车票代理;避孕套销售；
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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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圆通妈妈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七) 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1月 03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2123号 3E-2917室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开展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财产购买、租赁财产残值处理与维

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向第三方机构转让应收账款、接受租赁保证金及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
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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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公司
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八) 圆通航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 06月 2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康和路 1288号嘉兴光伏科创园 1#楼 1607-3室
经营范围：航空港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施

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道路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物流、信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
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会议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自营或代理
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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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圆通航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
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九) 圆通全球集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2月 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富港大道祥瑞路 506号六号综合楼 202室（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贸易咨询、物流信息咨询；国内货运代理（不含快递业务）；承办空运、陆

运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不含快递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研发（不含电子出版物）；互联网
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耗材、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文化用
品（不含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销售；手机软件（不含电子出版物）的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市场调研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增值电信业务；展览展示服务；国内广告制作、代理
及发布；网络工程、弱电工程设计服务（与有效资质证书同时使用）；图文设计（不含制版）；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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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圆通全球集运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 杭州圆泽供应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泽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5月 06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凤联村仓里 9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零售；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物联网应用
服务；水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鲜蛋零售；鲜蛋批发；日用品销售；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智能农业管
理；休闲观光活动；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谷物销售；国内贸易
代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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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农作物种子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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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圆泽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公司同
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一) 上海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6月 2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88号 1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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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软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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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徕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二) 杭州圆徕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南江龙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7月 19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向往街 1008号 17幢 902-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图文设计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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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圆徕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三) 杭州思圆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喻泽奇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 08月 03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凤联村仓里 9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生产；农作物种子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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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
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食品进出口；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粮油仓储服务；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肉零
售；水产品收购；鲜肉批发；鲜蛋批发；鲜蛋零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智能农业管理；物联网应用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针纺织品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销售代理；办公用品销售；新鲜蔬菜批
发；新鲜蔬菜零售；农副产品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农作物种子经营（仅
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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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杭州思圆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受
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四) 上海星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宋怡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08月 12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1幢 8层
经营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

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
服务；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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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星达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公司
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五) 上海圆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海彪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 08月 01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双联路 158号 2层W区 228室
经营范围：出口保理，国内保理，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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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圆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公司

同受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
(十六) 上海蛟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濮雪前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3月 15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卫路 89号 1幢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餐饮服务，旅馆，商务咨询，票务代理（除专项审批），会展会务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保洁服务，摄影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销售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化妆品、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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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担任上海蛟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十七)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7月 04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4层 437室
经营范围：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

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
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
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
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
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
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
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
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
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3 幢 5 层 508 室为另一经营
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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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浙
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阿里网络一致行动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其为公司关联方。

(十八) 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万霖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10月 27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0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出口监管仓库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快递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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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数据处理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报检业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
服务；广告设计、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物业管理；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
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
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
材零售；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鞋
帽批发；鞋帽零售；箱包销售；皮革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钟表销售；乐器零售；乐器批发；眼镜销售（不
含隐形眼镜）；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消防器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仓
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广告发布；装卸搬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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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杭州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十九)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建锋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 04月 0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灯彩街 1008号云谷园区 1-2-A0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物联网设备销售；翻译服务；经营电信业务；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计算机信息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除专控），数码产品；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
示设计；智能化设计咨询及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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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
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孔繁盛
注册资本：1,65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 12月 0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号 7层 701-29
经营范围：经营电信业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品、电子元

器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日用杂货。 (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 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一) 江心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里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 10月 2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79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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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报关业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服务；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
子产品销售；图文设计制作；办公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

礼品花卉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第一类医疗器
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无船承运业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供应链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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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浙
江心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浙江心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二) 武汉传祥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再飞
注册资本：9,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09月 29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横天公路菜鸟物流园 6号楼一层 1-3室
经营范围：物联网络软件和物流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设计、开发与制作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与

技术服务，货物仓储、包装、运输代理、搬运装卸、货运配载及相关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业务，仓储
服务，仓储设施的经营，自有仓储设施的租赁，自有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及相关咨询业务。（依法须经审
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武
汉传祥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武汉传祥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三) Cainiao Supply Chain Hong Kong Co., Limited
企业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赵剑
注册地址：26/F., Tower One, Times Square, 1 Matheson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股本：125万港币
业务性质：供应链管理，国际物流贸易，出借
关联关系： 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

Cainiao Supply Chain Hong Kong Co., Limited 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Cainiao Supply Chain Hong Kong Co., Limited 为公司
关联方。

(二十四) 杭州菜鸟橙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帅勇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3月 0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爱橙街 1号 7幢 4层 401室、402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互联网信息服
务；基础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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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
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进出口
代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
金属门窗工程施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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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
州菜鸟橙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杭州菜鸟橙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五) 浙江驿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锋峰
注册资本：27,363.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12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号 3幢 5层 51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供
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新鲜
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鲜肉批发；鲜肉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
品零售；鲜蛋零售；鲜蛋批发；通信设备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
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
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玩具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
零配件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售；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钟表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眼镜销售
（不含隐形眼镜）；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家具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制品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消防器材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宠物食品
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洗烫服务；洗染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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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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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阿里网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20.66%股份并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浙
江驿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集团下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浙江驿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六) 北京顺竺源通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智伟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04月 19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西马各庄村明华街 31号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货运代理；包装服务；接受委托提供劳务

服务、劳务派遣（以上不含对外劳务合作、排队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监事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间接控制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七) 杭州千通速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苏华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03月 05日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天城东路 80号北苑大厦 6幢 2单元 1324室
经营范围：服务：国内快递（邮政专营业务除外）。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监事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八) 深圳市银利达速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小平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 07月 13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中华路 2号宿舍 3栋 2楼 202-204室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装卸、搬运业务；国内货运代理；物流配送信息系统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业务；国内快递业务；普通货运。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二十九) 蜂暴云仓（广东）仓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义武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 04月 07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拥军路 136号 5栋 101室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人力搬运服务；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商业信息咨询服

务；开发：物流配送系统；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设
计：智能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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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
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 武汉市坤航快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徐丽倩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 11月 03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天河街道白桥村天港工业园 3号楼
经营范围：国内铁路、航空运输物流信息咨询，快递服务，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服

务，包装服务，普通货运代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一) 北京世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智伟
注册资本：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 04月 13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28号 1号楼九层 9-A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开发；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销售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机械设备、塑料制品、办公用品。（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监事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担任执行董事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二) 西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向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 06月 28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空港商务中心 BDEF栋 F区 6层 10601号房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民用航空材料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进出口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航空运输货物打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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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项目：公共航空运输；民用航空器维修；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从事两
国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或者有关协议规定的经营性业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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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担任西北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的董事，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三) 深圳市鲸仓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林子
注册资本：1,044.2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05月 2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新社区华南物流跨境电商中心 41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

后方可经营）；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从事平面和网页设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的
存放、搬运及其它限制的项目）和国内货运代理；仓储自动货架设备的研发。 ，许可经营项目是：仓储自
动货架设备的制造、维修、保养。

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董事担任董事
的公司，因此其为公司关联方。

(三十四) 上海翔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庞建哲
注册资本：9,090.9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 08月 1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58号 3楼 A0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无船承运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供应链管理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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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快递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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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担任董事的公司，因此其
为公司关联方。

四、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涉及快件揽收派送、中转运输、餐厨原料采购、国际

干线运输、信息系统技术服务、设备采购及资产租赁等正常经营性往来。
公司与提供快递业务的关联方采用全网统一的定价标准， 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无利益输送以及价格
操纵行为，符合关联交易的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依

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在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费用、防范风险，实现
双赢。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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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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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2月 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局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 2月 7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2月 7日
至 2023年 2月 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予以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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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以上材料需加盖公章），

出席会议人身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件原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受托代理人需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于下述时间登记，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

登记。
5、登记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 3029弄 18号。
6、登记时间：2023年 1月 31日 9时至 16时。
7、登记联系人：黄秋波。
8、联系电话：021-69213602。 传真：021-59832913。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 年 1 月 18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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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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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全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637.24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
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全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 9,637.2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现将有
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347号）核准，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9,943,019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
价格 14.04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9,000.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
行相关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6,770.88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1年 11月 29日全部到位，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885号）。 公司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及募投项目实际执

行情况，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多功能网络枢纽中心建设项目 591,349.95 234,000.00 2022年 12月 31日

2 运能网络提升项目 60,000.00 50,000.00 2022年 12月 31日

3 信息系统及数据能力提升项目 42,709.78 20,000.00 2022年 12月 31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2022年 12月 31日

合计 769,059.73 379,000.00 —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要求，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
了明确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2021年 12月 7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目前，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2021年 12月 7日，公司与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中金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目前，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
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411904081610904 183.59 活期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121913520510501 9,453.65 活期

合计 — — 9,637.24 —

三、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67,330.54万元，各募投项目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1 多功能网络枢纽中心建设项目 234,000.00 234,000.00

2 运能网络提升项目 50,000.00 50,000.00

3 信息系统及数据能力提升项目 20,000.00 8,330.54

4 补充流动资金 75,000.00 75,000.00

合计 379,000.00 367,330.54

（二）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376,770.88

加：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 196.90

减：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项目金额 367,330.54

节余募集资金金额 9,637.24

注：以上数据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节余募集资金金额，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
专户金额为准。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顺利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

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秉
承合理、有效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 在项目建设各个环节中，公司加强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
理，合理降低项目建设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的支出。 同时，募集资金存放银行期间产生了一定的
利息收益。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鉴于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全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637.24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公司将在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将节余募集资金余额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
司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相关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将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

情况做出的合理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2023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
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拟对全部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9,637.24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是公

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

因此，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 系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和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做出的合
理安排，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该等事项已经公司董事局、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相关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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