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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2019－008       

债券代码：143640         债券简称：18隧道01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工程分包形成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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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就目前存在的，与控股股

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及其他《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方之间的工程分包形成的持续

性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隧道股份《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工程分

包形成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作为关联方董事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公司已于

2019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该议案，4

名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以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通过，并将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及其他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

上将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工程分包形成的关联交易公司是必需

的，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并发表专项意见：公司2018年度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预计的合理范围之内，对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和定价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循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进行的，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2019

年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5、监事会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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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了该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认为：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定价

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表决程

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 

城建集团及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部分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等资质的关联方（以下简称“关联方”）与隧

道股份在对外参加建筑工程总承包竞标时，存在关联方将中标的工程

以市场价格与隧道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分包的行为。2018

年度，隧道股份与城建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因工程相互分包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166,129.21万元，占隧道股份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4.48%，相比去年减少4.01个百分点。 

2018年与城建集团及其子公司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72,797.53 51,587.99 

南京铁隧轨道交通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4,829.27 3,445.01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162.60 1,610.03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8.68 713.38 

上海沪嘉高速公路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748.81 2,993.48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1,978.24 1,843.56 

上海住总住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26.86 207.64 

上海浦东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104.82 251.35 

上海城建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59.50 -230.00 

上海市人民防空工程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98.52 - 

上海浦江桥隧陆延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244.84 2,873.92 

上海成基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5.88 -65.73 

上海城建日沥特种沥青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5,001.31 5,349.26 

成都交投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9,314.56 482.36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3,810.85 2,436.91 

上海浦江桥隧隧道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 -319.00 

上海浦江桥隧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300.00 180.86 

上海兆申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6.51 - 

上海汇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4.42 - 

上海沪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57.11 - 

上海城建集团印度基础设施私人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3,86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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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343.56 -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486.28  

                  

9,641.10  

上海益恒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22,840.85  

              

107,771.82  

上海自来水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    

                         

8.00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3,305.58  

                  

1,541.81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蠡湖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2,938.63  

                  

9,879.70  

上海城建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374.01  

                

27,042.25  

上海城建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    

                         

6.67  

上海益翔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    

                     

804.81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    

                       

48.94  

南京铁隧轨道交通配套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290.77  

                       

35.68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9,822.68  

                            

-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4,078.22  

                     

649.81  

上海沪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    

                         

2.22  

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1,238.57  

                     

364.35  

上海申嘉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4.39  

                            

-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52.28  

                  

1,266.87  

上海物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    

                       

-3.20  

上海隧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756.69  

                     

829.29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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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8.11  782.96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    

                  

1,456.84  

上海城铭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    

                  

2,239.08  

上海丰鑫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6,467.74  

                            

-    

上海城建(江西)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5,569.23  

                  

6,691.42  

上海瑞南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7,111.61  

                

30,484.96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60.68  

                         

3.62  

上海浦江桥隧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    

                       

17.34  

上海成基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1,001.91  

                     

326.74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0.19  

                            

-    

南京燃气输配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223.36  

                     

274.21  

上海瑞行东岸置业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38.84  

                       

93.92  

上海浦江桥隧隧道管理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0.78  

                         

9.01  

上海住总住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698.23  

                     

535.02  

上海城建日沥特种沥青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416.01  

                     

333.93  

上海益欣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4,473.75  

                            

-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51.04  

                            

-    

成都交投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511.30  

                            

-    

 

 

2、交易金额： 

根据建筑市场的发展趋势，预计2019年度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企业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30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列： 



5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2018 年度预计

情况 

2018 年度实际

汇总情况 

2019 年度预计

情况 

预计总金额 

（万元） 

实际总金额 

（万元） 

预计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

务情况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5,000.00 13,800.41 15,000.00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60,000.00 94,025.73 100,000.00 

 接受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2,000.00  2,000.00 

出售商品/提供劳

务情况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20,000.00 
936.84 

180,000.00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48,102.13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1,000.00 8,238.5 1,000.00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2,000.00 1,025.61 2,000.00 

合计： / / 300,000.00 166,129.21 300,000.00 

注： 2018年材料采购类关联交易超过2018年预计数，但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仍在上一年经审议的预计范围内。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城建集团持有隧道股份958,716,588股，

占隧道股份总股本的30.49%，是隧道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城建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与隧道股份构成关联关系。 

1、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1965年，长期从事软土地层水底公路、地铁隧道和市

政、交通、能源大型地下工程施工及勘察设计，具有建设部颁发的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以及隧道、轨道交通、勘察和测量

等设计甲级资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隧道股份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

路1099号，注册资本314,409.6094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焰，经营范

围为建筑业，土木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隧道、市政、建筑、公路及

桥梁、交通、消防、地基与基础、建筑装修装饰、拆除工程，自有房

屋租赁，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外经贸部批准的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机械及机电设备生产、安装、租赁，汽修，本系

统货运，附设分支机构。 

2、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蒙自路 654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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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97.024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焰。 

城建集团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统一经营集团

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城建集团是以工程建设总承包为龙头，房地产开

发经营为依托，商贸实业开发相配套的具有各类工程的建设、设计、

科研、施工、材料生产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商贸实业等综合功能的

大型企业集团。多年来，城建集团已参与并完成了上海市政府重点实

事工程一百余项，其中有：内环线高架道路、南北高架路、延安路高

架、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地铁一、二号线、明珠线轻轨、合流污水

治理一期、二期、打浦路隧道、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外环线、浦东国

际机场等，先后有1000余个单项工程被评为优良工程，其中获国家金

质奖3项，另有几十项工程获得“鲁班奖”、上海市“白玉兰奖”和

上海市市政工程金奖等。 

3、城建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 

企   业   名   称 与隧道股份的关系 

上海城建(海外)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益恒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益欣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益翔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蠡湖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黄山合城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铭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江西)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瑞南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江桥隧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江桥隧陆延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沪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沪嘉高速公路实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成基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申嘉湖高速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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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物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自来水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江桥隧隧道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隧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新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人民防空工程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沪嘉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地空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兆申公路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南自来水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丰鑫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住总住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驰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集团印度基础设施私人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市政工程材料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市政工程机械厂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瑞行东岸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地下空间开发实业总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东供排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该类日常经营活动导致的关联交易内容包括隧道股份向关联方

提供或接受劳务，以及工程施工需要的原材料供销。 

资产重组完成后，城建集团原下属的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子

公司已进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但由于城建集团下属房建工程及工程

施工原材料供销与隧道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及材料采

购等；同时，资产重组前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将持续至合同执行完

毕，故在一定时期，仍存在日常经营活动导致的关联交易。 

根据城建集团2011年6月15日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城建集团及下属企业将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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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与隧道股份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隧道股份承接或提供给关联方的分包工程，即隧道股份向关联方

提供或接受劳务，该工程分包所形成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市场经济的原

则和规则，双方订立分包合同，该等合同包括支付条件、双方责任等

明确条款，并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故意调控价格的

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市场竞争中，此类分包有利于本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

的收益，该行为是持续存在并且合理的。公司工程分包的关联交易系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每年都持续发生的，公司对该关联交易一贯遵循

了诚实信用以及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是公平合理的，不

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