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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并提供股东借款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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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关联方—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共同出资

设立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袤置业”）（暂定名，具体以工商登记

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亿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30%，认缴出资额人

民币 30 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为 7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70亿元。公司和

陆家嘴集团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借

款期限不超过半年，借款年利率为提款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公司提供的股东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 

 交易性质：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设立公司事宜的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但

由于出资双方均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双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

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7 条的规定，该事项可申请

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

关豁免程序。 

公司向东袤置业提供股东借款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5%。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交易回顾：过去 12个月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陆家嘴

集团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后文。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谋求发展空间资源，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公司与控股股东

陆家嘴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立东袤置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亿元。其中，

公司持股比例为 30%，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30 亿元；陆家嘴集团持股比例为 70%，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70 亿元。 

同时，为保证东袤置业经营与投资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公司和陆家嘴集团

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其提供股东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半年，借款年利率

为提款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公司提供的股东借

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 

陆家嘴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06713C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981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晋昭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731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咨询，实体投

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资产管理经营、信息。 

截至 2019 年末，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中的总资产为人民

币 16,300,837.8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2,636,437.12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人民币 1,895,310.98 万元（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及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名称：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名

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亿元 

拟定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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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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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方式：均以现金出资，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履行出资义务。  

股东名称、拟定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30亿元 现金 30%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70亿元 现金 70% 

合计 100亿元  100% 

同时，为保证东袤置业经营与投资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公司和陆家嘴集团

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其提供股东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半年，借款年利率

为提款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公司提供的股东借

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宜符合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助于整合

利用双方优势，谋求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机会，确保未来新

兴产业的导入始终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资源，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

力和市场竞争力。 

公司向东袤置业提供股东借款是为了保证其经营与投资发展的合理资金需

求，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侵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

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董事会表决情况如下：4 名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签署

了《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并提供股东借款议案的事前认

可意见书》及《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并提供股东借

款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有助于整合利用双方优势，

谋求参与上海市浦东新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机会，确保未来新兴产业的导入始

终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双

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双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公

司向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是为了保证其经营与投资发展的合理

资金需求，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了表决。本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

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但由于出资双方均以现金出资，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双方在



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7 条的

规定，该事项可申请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

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豁免程序。 

公司向东袤置业提供股东借款的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的 5%。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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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资有限公司以认购新辰投资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增资

入股该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4 亿元，股权比例为 20%，并同比例配置股

东贷款。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新辰投资先行偿还公司人民

币 1.04 亿元委托贷款。同时，公司在同等额度和条件下，向新辰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上海陆家嘴新辰临壹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1.04 亿元委托贷款。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新辰投资提供委托贷款余额展期，

展期金额为人民币 0.96 亿元，展期期限不超过 2.5 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 10%。新辰投资的其他各方股东按同比例对新辰投资委托贷款余

额进行展期。2019 年末，新辰临壹已将到期委托贷款人民币 1.04 亿元全部偿

还。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经新辰投资各方股东协商，一致同意

终止上述委托贷款余额展期，按各自持股比例直接向新辰投资提供股东贷款，贷

款年利率为 5.225%，贷款期限自原委托贷款余额展期终止日起至 2022 年 5月 12

日止（该到期时间与原委托贷款余额到期时间一致），公司提供的股东贷款金额

为人民币 0.96亿元。截至 2020 年 8月 31日，公司对新辰投资提供的委托贷款

余额为人民币 0.96 亿元，贷款年利率 5.225%。2020年 1-8月，上述交易发生

利息总计人民币 307.58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14-026、临 2015-027、临 

2019-046、临 2020-029） 



（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计划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前日、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日，接受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贷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

元，并在该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公司及其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实际接受控股股东贷款余额人民币 73.37亿元，贷款年利率 3.915-4.75%，

2020 年 1-8月，发生利息总计人民币 15,026.20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19-013、

临 2019-020、临 2020-006及临 2020-015） 

（三）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陆家嘴集

团按持股比例共同对上海东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翌置业”）以现金方

式进行增资，其中公司持有东翌置业 60%股权，出资人民币 120,000万元；陆家

嘴集团持有东翌置业 40%股权，出资人民币 8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东

翌置业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750,0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950,000万元，股东双

方持股比例不变。东翌置业已于 2020 年 7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详见公告临

2020-019） 

（四）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

股东陆家嘴集团按持股比例共同对上海佳章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章置业”）

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其中公司持有佳章置业 70%股权，出资人民币 353,733.1

万元；陆家嘴集团持有佳章置业 30%股权，出资人民币 151,599.9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佳章置业的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增加到人民币505,833万元。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佳章置业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详见公告 2020-033）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并

提供股东借款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

司并提供股东借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