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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9-016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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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上市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上海浦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川投资公司”）,上海市

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建集团”）, 上海浦兴路桥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工程公司”）和上海浦东路桥沥青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沥青材料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子公

司与浦发集团及其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本公司董

事高国武先生担任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济检测”）董

事长、法定代表人，本公司的子公司与同济检测构成关联关系。相关议案还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 3月 5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列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2、2019 年 3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1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

张延红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2018年 3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2 

 

于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树逊、杜长勤、张延红、高国

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有利于保持公司和子公司经营业务稳定，降低经营

成本，且遵循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董事会在对有关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

董事按照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对公司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表示同意，并同意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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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关于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对自 2018 年 1月 1日至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公

司子公司浦建集团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2018年 8月 28日，公

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新增了对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8年 8月 29日至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相关公告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8日、2018年 8月 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1、2018年度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金额 

（万元） 

1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委

托代建服务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1,633.12 1,086.18 

2、2018年度子公司浦建集团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金额 

（万元） 

1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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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包括

上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

公司、上海黎明资源再

利用有限公司、常熟浦

发第二热电能源有限公

司 

10,000 0 

3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

发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

区有限公司 

130 7.09 

4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合庆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100 19.51 

5 

接受关联人提供施工服

务 

上海盛地市政地基建设

有限公司 
1,000 0 

6 

接受关联人提供检测服

务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200 0 

7 

接受关联人提供施工服

务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600 0 

8 向关联人承租办公用房 上海迎昕投资有限公司 360 313.52 

9 

获得关联人的保函授信

额度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15,000 3699.17 

 

注 1：上表中第 2项，预计浦建集团 2018 年 1月 1日至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向关联人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即上

海浦城热电能源有限公司、上海黎明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常熟浦发第二热电能

源有限公司提供施工服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注 2：上表中第 3项，预计浦建集团 2018 年 1月 1日至公司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向关联人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即上海

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区有限公司提供

施工服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3、2018年度子公司浦建集团通过参与公开招标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 1月 1日至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预计浦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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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参与关联方的公开招标项目金额约 300,000 万元，该类项目的招投标结果可能

导致关联交易，因此预计浦建集团通过参与公开招标可能导致的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预计可能参与其项目公开招标的关联企业包括常熟浦

发第二热电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鉴韵置业有限公

司、上海合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具体招标项目、招标金额、中标方由招

标方最终确定，相关预计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子公司浦建集团通过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合同签订金额 

（万元） 

1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常熟浦发第二热电能源有

限公司 
22,548.90 

2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鉴韵置业有限公司 80,285.14 

3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东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92.02 

4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4,308.83 

注 1：上海东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4、子公司浦兴工程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金额 

（万元） 

1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

务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500 484 

2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

务 

上海盛地市政地基建

设有限公司 
200 0 

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检

测服务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50 0 

5、子公司沥青材料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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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预计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金额 

（万元） 

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100 

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浦东东道园综合

养护有限公司 
200 200 

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盛地市政地基建

设有限公司 
30 29 

6、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导致的关联交易实际情况： 

预计期间内，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择公司德勤园区物业管理单位，

并由该物业管理单位向公司提供德勤园区未来 3年的物业管理服务。由于拟采取

公开招标方式，因此不排除存在公司关联人参与竞标并中标的可能。若该招标项

目最终由公司关联人中标，预计有关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800 万元。 

公司就德勤园区未来 3年的物业管理服务向市场发起公开招投标，经综合评

标后向上海浦东房地产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并签订《物业

管理合同》，委托其为公司提供德勤园区物业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园区及房屋建筑共用部位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市政共用设施附属建筑物、构筑物

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服务；公共绿化、秩序维护、道路交

通、车辆停放、租户管理等。 

合同管理期限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止，合同约定物业

管理费为 11.6元/平方/月；车位管理费为 100 元/月/个。其中： 

（1）当入住率≤50%，物业管理费年度总费用=（租赁物建筑面积＜不含物

业自用房屋＞×物业管理费收取标准（元/平方米/月）×80%+车位数×对外租赁

的车位管理费（元/个/月））×12个月； 

（2）当 50%﹤入住率≤70%，物业管理费年度总费用=（租赁物建筑面积＜

不含物业自用房屋＞×物业管理费收取标准（元/平方米/月）×90%+车位数×对

外租赁的车位管理费（元/个/月））×12个月； 

（3）当入住率＞70%，物业管理费年度总费用=（租赁物建筑面积＜不含物

业自用房屋＞×物业管理费收取标准（元/平方米/月）+车位数×对外租赁的车

位管理费（元/个/月））×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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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支出估算（物业费+停车费） 

序号 
物业费 停车费 

三年合计（万元） 
入住率 三年总费用（万元） 按 300个计算（万元） 

1 当入住率≤50% 1,340.66  108.00  1,448.66  

2 当 50%﹤入住率≤70% 1,508.24  108.00  1,616.24  

3 当入住率＞70% 1,675.83  108.00  1,783.83  

 

（三）预计公司子公司自 2019年 4月 2 日至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期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预计子公司浦川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合同金额 

1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委托代建服务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10 

 

2、预计子公司浦建集团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合同金额 

1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 

2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常熟浦发第二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5,000 

3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100 

4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合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50 

5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区有限公司 50 

6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900 

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检测服务 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600 

8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施工服务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700 

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施工服务 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300 

10 向关联人承租办公用房 上海迎昕投资有限公司 90 

11 获得关联人的保函授信额度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3、预计子公司浦兴工程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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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合同金额 

1 向关联人提供施工服务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 

 

4、预计子公司沥青材料公司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情

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名称 合同金额 

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20 

2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浦东东道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 500 

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南信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200 

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上海两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0 

 

5、预计公司及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可能导致的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期间内，浦建集团将参与公司关联方的公开招标项目金额约 450,000

万元，该类项目的招投标结果可能形成关联交易，因此预计浦建集团通过参与公

开招标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万元，预计可能参与其项

目公开招标的关联企业包括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浦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合庆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上海浦发养老服务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具体招标项目、招标金额、

中标方由招标方最终确定，相关预计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与履约能力分析 

浦川投资公司、浦建集团、浦兴工程公司、沥青材料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浦发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故本公司、浦川投资公司、浦建集团、浦兴工

程公司、沥青材料公司与浦发集团及其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

关系。本公司董事高国武为同济检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济检测与本公司及

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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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成立时间：1997 年 11月 14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9,881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新区张杨路 699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兰 

经营范围：土地开发和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工业、农业、

商业及农业实业投资与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投资与管理，经营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3,965,981.32 6,773,709.62 1,367,736  78,953.55 

 

2、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3月 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佳林路 1028号 

法定代表人：徐业云 

经营范围：公路、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基础工程、污水处理设施、排水

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监

理，工程招标代理。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65,625.37 14,094.07 7,302 2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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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名称：常熟浦发第二热电能源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1月 2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95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常熟市经济开发区长春路 103号 

法定代表人：徐霖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发售自产电热能、废渣制

砖、环保技术开发、再生物资利用。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7,484.50 44,159.70 8,753.02 1,375.33 

  

4、公司名称：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3 年 10月 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853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浦东新区华夏东路 1539号 

法定代表人：蒋大超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规划、设计，会务服务，

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仓储（除危险品），附设分支机构。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49,177.01 11,327.93 758.42 3,036.70 

 

5、上海合庆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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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7 年 1月 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6111号 1-2幢 

法定代表人：邵宇平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风景园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市政公用

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绿化养护，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策划，各类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收费停车场经营。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 （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94,538.29 8,907.08 143.60 -611.97 

 

6、公司名称：上海浦东新区林克司外商休闲社区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 1994 年 12月 3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73,707.8583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白路 1600号 

法定代表人：蒋大超 

经营范围：在批租地块内综合开发、建造、出租独用别墅、公寓及物业管理。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60,157.94 30,128.15 1,998.06 -687.05 

 

7、公司名称：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本公司董事高国武先生为上海同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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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99 年 12月 29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1.8181万元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阜新路 281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武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勘

察；测绘；建筑、市政、汽车配件、环保、计算机、消防科技、消防设备检测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7,298.35 25,030.79 21,110.30 2,314.45 

 

8、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城市建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3 年 11月 2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大同路 1355号 1幢 158 室 

法定代表人：顾蕾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公路建设工程

施工，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河湖整治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堤防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道路养护等。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0,068.43 11,179.27 69,018.19 2,629.48 

 

9、公司名称：上海浦发综合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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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9 年 12月 7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中路 104号 

法定代表人：丁卫东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城市道路、公路、桥梁、排水设施），公路养护作业

（日常养护、重点养护、小修和大中修工程），园林绿化，委托公路管理，设备

租赁，绿化养护，绿化工程施工，排水管道养护维修，生活垃圾清扫，环保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等。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85,307.23 41,019.37 106,042.49 8,876.32 

 

10、公司名称：上海迎昕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5月 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2752号 206室 

    法定代表人：唐兆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

房地产信息咨询，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受托房屋租赁等。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616.50 2,515.71 600.50 1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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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司名称：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89 年 6月 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 9999号 

法定代表人：杨永平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市政建设，建筑装饰，设备安装，地基基础、土方、

消防、环保、空调净化、钢结构网架、管道及防腐保温工程，给排水及电力安装；

建筑材料及砼结构试验，非标设备制作安装，化工医药工业设备安装，自有房屋

租赁。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33,238.77 55,816.31 211,887.04 6,537.68 

 

12、公司名称：上海浦东东道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12月 2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浦东新区川周公路 8737号 

法定代表人：周剑良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工程养护，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养护，生活垃圾清扫（陆域范围）日常生活垃圾、厨余垃圾、粪便收集、运

输（陆域范围）（凭许可资质经营），建材、装潢材料、苗木花卉的销售。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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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7.56 10,388.50 52,208.29 1,923.41 

 

13、公司名称：上海南信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6月 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南汇工业园区汇南村 

法定代表人：闵伟春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路面工程，养护作业，园林绿化，路基工程，设备租

赁，装卸搬运，路基材料（水稳混和料拌和、沥青料拌和、三渣拌和、预制品加

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水泥、木材、五金交电、机械配件、汽车配件、机

电设备、橡塑制品、日用百货的销售，港口经营。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7,517.90 8,611.42 15,429.05 2,231.01 

 

14、公司名称：上海两港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3月 26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8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惠南镇双店路 518号 99 室 

法定代表人：唐晓军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房屋、公路、水利水电、通信、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

工，地基与基础、土石方、建筑装修装饰、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

钢结构、预应力、环保、桥梁、公路路面、公路路基、公路交通、河湖整治、堤

防、管道、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及道路照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等。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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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3,476.49 26,682.68 48,213.95 1,439.80 

 

15、公司名称：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5月 20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向城路 58号 25－26楼 

法定代表人：王鸿 

经营范围：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业务咨询，

动拆迁代理，房地产评估，室内装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百货、金属材料、木材的销售。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996,125.47 703,845.44 486,558 64,611.91 

 

16、公司名称：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月 26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2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金海路 3288号 4幢 3楼东侧 

法定代表人：王鸿 

经营范围：对固废处理、污水处理、资源再利用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环保高

新技术开发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并提供技术咨询，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污水处理及净化再

利用，新能源发电及电能、热能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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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90,678.42 204,800.54 81,896 14,818.37 

 

17、公司名称：上海浦发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1月 10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浦东新区五莲路 606号一层 

法定代表人：李树逊 

经营范围：绿化、园林、环保、水利、公路、桥隧、地铁、建筑等工程的项

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程建设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园林绿化养护，建筑材

料、苗木的销售。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6,476.12 10,962.35 1,576.32 69.90 

 

18、公司名称：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9月 26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丰路 700号 3 幢 131室 

法定代表人：陶潘才 

经营范围：对生态环保工程的投资、建设，土地前期开发，市政工程，以上

相关业务的维护、管理、营运和咨询，树木、苗木的种植和养护。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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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26,511.44 214,679.88 291.26 -9,046.32 

 

19、公司名称：上海浦发养老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浦发集团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4月 12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 1229号 512 室 

法定代表人：王汇文 

经营范围：养老机构业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社区养老服

务，康复护理服务，养老企业的管理和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工程项目管理，物业管理，绿化养护，医疗器械经营，日用百货、生活护理用品

的销售。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828.48 798.30 0.00 -201.70 

 

20、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256号34-35层 

法定代表人：王鸿 

成立日期：1998年3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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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 

2018 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973,790.10 300,841.02 49,402.93 33,337.28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法人履约能力较强，至今为止未发生其应付款项形成

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原则，如国家有

定价的，按照国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