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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公司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司回顾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并预计2015年度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一）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建设管理总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收/付

2014 年实际金额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75.50

出售产品

商品销售

收

2.85

关联出租

收取租金

收

150.00

提供劳务

物流业务

收

11.14

接受劳务

服务业务

付

0.50

关联出租

收取租金

收

3,255.14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285.30

关联租赁

支付租金

付

317.26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1.13

接受劳务

工程建设

付

2,445.44

关联租赁

支付租金

付

355.46

接受劳务

维修

付

133.40

关联出租

收取租金

收

37.50

接受劳务

服务业

付

0.18

接受劳务

工程建设

付

526.87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15.84

接受劳务

网站维护

付

124.82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16.61

关联租赁

收取租金

收

43.23

上海综合保税区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业

付

35.15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医疗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业

付

122.29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0.40

接受劳务

咨询费

付

25.24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20.51

关联出租

收取租金

收

260.01

提供劳务

商品销售

收

1.71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1.72

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42.00

上海外联发城市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业

付

6.00

提供劳务

物流业务

收

19.07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0.48

接受劳务

工程建设

付

200.00

接受劳务

报关报检

付

6.04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0.38

上海盟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物流业务

付

4.53

上海外联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服务业务

付

17.75

上海畅链进出口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14.82

上海上实外联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9.48

提供劳务

服务业

收

2.39

关联租赁

收取租金

收

19.17

收

4,286.38

付

4,320.93

收+付

8,607.31

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口岸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
司
上海洋山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根据上表，2014年度公司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额为4169.54万元，
在年初预计计划的7000万元内，公司关联租赁的交易总额为4437.77万元，在年初预
计计划的7000万元内。

（二）董事会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授权的决议
根据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实际情况和2015年的经营计划，同意2015年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继续与关联方发生提供劳务/出售商品、接受劳务/采购商品、关联
租赁、在关联方的财务公司存款、贷款等日常关联交易。对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不公开
招投标的日常关联交易，建议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按如下预计总额执行日常关联交

易：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68,000 万元（不含公开招投标的日常关联交
易），其中：
1、接受/提供劳务和采购/销售商品的（包括零星工程建设、维修维护、园区管
理等）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其中包括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销售商品的
交易额 2,000 万元）；
2、关联租赁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
3、在关联方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筹，简称“财务公司”）
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4、其他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预计范围内，决定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舒榕斌、施伟民、李云章、姚忠回避表决，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表决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对董事会决议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1）关
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执行情况，我们认为，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2）关于公司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我们认为，1）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
“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2）对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授权经过我
们事前认可，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
司还会将议案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上述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控股股东

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507,648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富特西一路 159 号
法定代表人：舒榕斌
主营业务：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贸易（除
专项规定）、区内贸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之间的贸易。
关联关系：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3.03%
的股份。

2、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59 号 A 座
法定代表人：李云章
主营业务：汽车（含小轿车）、机械设备的销售；汽车、摩托车、机械设备及零
配件为主的国际贸易及展示；保税区内仓储、分拨业务（除危险品），普通货物运输
（货运五级）；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汽车技术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除
经纪），市场管理及配套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0%、公司
持股 20%、营运中心公司持股 10%的公司。

（2）上海口岸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西一路 459 号 B 座
法定代表人：张敏
主营业务：二手车（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0%、公
司持股 20%、营运中心公司持股 10%的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3）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通园路 85 号
法定代表人：施伟民
主营业务：高桥地区的城镇规划方案设计，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的开发，房
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商业、餐饮及配
套的娱乐设施的筹建（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8.7%的
公司。

（4）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30 层 3003 室
法定代表人：李云章
主营业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咨询与商务咨询服务（除
经纪），会展服务，知识产权代理（不含专利代理），艺（美）术品、收藏品鉴定服务
和销售，酒类、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
粉）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翻译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贸易，
转口贸易及贸易代理，仓储服务，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制作，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60%的公司。

（5）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云章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文化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除演出经纪）、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咨询、商务咨询服务（以上咨询除
经纪）；会展服务、知识产权代理（不含专业代理）；艺术品（除文物）、收藏品鉴定
服务；自由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翻译服务；电子商务（除增值电信业务及金融

业务）、从事网络科技、电子科技、金融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100%的公
司。

（6）上海市浦东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山路 1199 号 2004E 室
法定代表人：陶金昌
主营业务：征收补偿服务、房屋置换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注册资本：5 亿元（含 1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保税区内
主营业务：集团系统的资金管理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具体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批准并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由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0%、本公司持股 20%、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营运中心有限公司持股 10%的公司。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财务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该公司目前还在筹备阶段，预计 2015 年 9 月可完成工商登记。

3、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1）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41 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 3 楼西侧部位
法定代表人：沈波
主营业务：经济信息及技术服务，弱电工程、网络工程及通信工程等建设工程施
工，软件开发，经营计算机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办公用品，国际贸易，保税区内企业
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商务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持股比例下降至
21%，但在过去十二个月内，该公司曾经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的情形，故该公司仍然是我公司的关联法人。

（2）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 2 号 507 室
法定代表人：陆基
主营业务：对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会计资讯服务；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空调、制冷设备的未修保养，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国内贸易，转口贸易，报税仓储，信息产业开发、管理；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市政养护，项目管理，通用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3）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菲拉路 55 号第二幢综合楼第十层全部
位
法定代表人：陶金昌
主营业务：市政、土木建筑、室内外装潢，水、电安装、设备安装及机械施工，
国际贸易，区内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 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4）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建设管理总公司
注册资本： 1750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富特北路 456 号 1 号楼第五层 F 部位
法定代表人：陶金昌

主营业务：代理建设项目报建、审价，承接或代理委托国内外设计，国际贸易及
商业性简单加工，投资与建筑咨询、代理中外企业注册，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工程，
空调设备及各类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各类水泵安装、维修，电气设备安装、维修，
室内装潢，房屋维修，停车场（库）经营，电梯维修 B 级，机动车检测（凭许可资质
经营）。【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5）上海综合保税区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456 号 1 号楼第 5 层 C 部位
法定代表人：谢伟明
主营业务：市政工程施工，道路养护、维修，排水管道养护、维修，排水泵站运
行管理、养护、维修，自由工程设备租赁，保洁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绿化养护，
苗木花卉园艺服务，停车场（站）管理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6）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医疗保健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FC－2 地块一楼底层
法定代表人：谢伟明
主营业务：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口腔科、中医科；以医疗器材为主的国际
贸易；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与非保税区企业从事贸易业务；商业性简
单加工，保税区内医疗企业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控股 50%
的公司。

（7）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商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456 号 1 号楼第 5 层 D 部位
法定代表人：陶金昌
主营业务：企业登记代理，商标代理，代理记账业务，财务咨询服务，外文翻译，
商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企业形象策划、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资讯，劳务服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证可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控股 90%
的公司。

(8)上海外联发城市建设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

所：浦东新区航津路 658 号 8 楼

法定代表人：陶金昌
经营范围：房屋动拆迁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9)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6 万元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一路 496 号 2 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李永文
主营业务：为综合保税区内企业的生产性塑料、纸板、金属、电脑电子产品的边
角料及工业废弃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规定的产品除外）提供回收、利用及相关
的配套服务；在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环保专业技术领域内及保税区内仓储（除危险
品）、分拨业务及相关产品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商品展
示、商务咨询（除经纪）、贸易咨询（除经纪）；组织、策划保税区内的环保宣传及相
关活动；以环保产品及周边设备为主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
区内贸易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及国家禁止项目）；保税区商业性简单
加工。

(10)上海洋山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顺通路 5 号 D 座底层大厅
法定代表人：万大宁
主营业务：保税商品交易、合同转让，期货标准合约交易；为保税商品交易市场
提供物业管理、配套设施及后勤服务；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红
酒的销售；保税区内商品的展示、交易、物流、加工；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保
税区企业间贸易代理业务；委托房屋租赁，设备租赁，设计、制作、发布广告，会展
服务；海关、商检事物咨询服务，商务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
财务咨询服务（不含代理记账），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人才咨询（不含人才中介 、职
业中介）（以上咨询均不含经纪），企业等级代理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11）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33,333,333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冰克路 500 号 5-6 幢
法定代表人：徐峰
主营业务：仓储、分拨、配送业务及仓库管理，自有物业租赁业务；普通货运；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公路货物运输代理服
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保税区内商品展示及会务服务，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品
维修；商务；物流业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转口贸易、
保税区内企业间的贸易（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12）上海盟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洋山保税港区汇港路 501 号 1 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峰
主营业务：保税港区内国际陆路、水路、航空运输代理服务，仓储（除危险品），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保税港区内贸易及贸易代理、商业性简单加工，物流与商

务咨询业务（除经纪）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13）上海外联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滨路 76 号 F2 室
法定代表人：徐峰
主营业务：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
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
务及咨询业务）；保税仓库仓储，冷库经营，货运代理（二类），国际贸易及咨询服务；
会展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14）上海畅链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山路 1199 号 20 层 2002F、G 室
法定代表人：徐峰
主营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化
学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
品）、针纺织品、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办公用品、化妆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不
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非实物方式（凭许可
证经营），仪器仪表的维修，仓储（除危险品），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15）上海上实外联发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张衡路 1999 号 7 幢 5-55、56

法定代表人：徐峰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化学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针纺织品、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办公用品、医疗器械（经营范围详见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的销
售，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批发（凭许可证经营），仪器仪表的维
修，仓储，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认定的其他关联方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外联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相关关联自然人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提供劳务/出售商品、接受劳务/采购商品、关联租赁、
在关联方的财务公司存款、贷款等。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
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其中，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主要
方式为公司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向财务公司融资等。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将
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公司向财务公司融资的贷款利率
将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和关联租赁等方面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为集
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建设、维修、园区物业管理、网络维护等综合性服务，这
是日常经营的需要，长期以来保证了公司经营的有序进行，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确保了公司稳定的经营收入。
公司由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一方面有利于公司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的
营运效率和周转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支持自贸试验区及配套区
域的开发建设以及贸易、物流产业的发展。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未损害公司利益及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文件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