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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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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导致

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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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宏回避表

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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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同意，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的，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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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就董事会决议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关联各方协商一

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客观、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体现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严格履行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等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关

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

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二）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5亿元，其中：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包含租赁）的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其中关联租赁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 万元。  

2.关联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原则 

本公司 

收/付 
2021年度实际金额 

接受 

劳务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48,339,219.50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3,788,180.75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7,486,579.65 

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格 付 1,811,203.08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付 4,805,630.83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物业费 市场价格 付 488,686.96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2,309,706.14 

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1,601,494.87 

上海新新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411,883.62 

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5,295.00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3,981,434.30 

上海康载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72,565.86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付 325,290.55 

上海傲畅供应链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价格 付 2,428,540.36 

提供 

劳务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2,971,438.21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5,985.85 

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21,189.08 

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199,025,220.89 

上海新新运科技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241,922.98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物流服务 市场价格 收 1,100.92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服务费 市场价格 收 754,716.96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市场价格 收 947,380.29 

合计 

收 203,968,955.18 

付 77,855,711.47 

收+付 281,824,666.65 

 

（三）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授权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发生的实际情况和 2022 年的经营计划，预计

2022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继续与关联方发生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包括

关联租赁）、关联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现对 2022年各类别的日

常关联交易全年累计金额进行合理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3.5亿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包含租赁）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48,339,219.50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 3,788,180.75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7,486,579.65 

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1,811,203.08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805,630.83 

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488,686.96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2,309,706.14 

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601,494.87 

上海新新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411,883.62 

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295.00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3,981,434.30 

上海康载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72,565.86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25,290.55 

上海傲畅供应链有限公司 2,428,540.3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250,000,000.00 

2,971,438.21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5,985.85 

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21,189.08 

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99,025,220.89 

上海新新运科技有限公司 241,922.98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1,100.92 

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754,716.96 

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47,380.29 

上海傲畅供应链有限公司 0 

总计 350,000,000.00 281,824,666.65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总额与上一年度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预

计交易总额持平，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其中，关联租赁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7,500 万元。 



（1）关联采购商品/接受劳务交易说明 

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求，预计 2022 年关联租赁交易金额不超过 7,500

万元。经综合分析接受劳务需求，预计 2022 年全年接受劳务的交易金额预计不

超过 2,500万元。 

（2）定价方式 

本公司将以同类仓库租赁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公平、公允、合理的商业

条件，在上述价格范围内与相关关联方协商确定仓库租赁的价格。本公司将以

同类物流服务的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公平、公允、合理的商业条件，在上述

价格范围内与相关关联方协商确定接受劳务的价格。 

2、 本年度关联出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总额与上一年度出售商品/提供劳

务预计交易总额持平，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  

针对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预计范

围内，决定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85,001.1115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号 

法定代表人：李伟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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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仓储

（危险品除外）；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区内贸易代理；经营区内自贸仓库及商业性简单加工；区内项目投资、兴

办企业；为国内外企业有关机构提供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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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29,347.95 

净资产 476,364.8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56,170.59 

净利润 53,796.73 

 

(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1,810.30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号 

法定代表人：舒俊杰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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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项目：物资供应，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从事本公司及代理区内中外

企业进出口加工，投资咨询服务和其他委托代办业务，投资兴建并经营为区内

配套服务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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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为直接持有本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0,344.68 

净资产 161,985.15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43,927.10 

净利润 13,469.91 

 

(三)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6,442.6146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号国贸大厦 A座 601

室 

法定代表人：孙仓龙 

主营业务：区内市政基础设施开发投资、综合配套设施（含各类管网设

施）开发投资，区内外各类房地产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

理，园区管理及物业管理，仓储及保税仓储（除危险品），从事海上、航空、

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国内货运代理，兴办各类新兴产业，科技开发，

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和各类出口加工，关于货物、技术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与国

内贸易及贸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保税展示及国内外展示展

览，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及调研（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

意调查、民意测验），企业登记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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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健飞任董

事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78,192.07 

净资产 160,257.31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20,105.92 

净利润 -650.72 

 

(四)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834.77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闻居路 1333号 A区 801 室 

法定代表人：俞勇 

主营业务：储备地块内土地前期委托开发，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

经营管理，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及

管理，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除经纪，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离任监事会主席许黎

霞担任总经理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17,533.10 

净资产 146,755.17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4,583.66 

净利润 -14,134.70 

 

（五）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2809 号 4幢 403-3室 

法定代表人：张旭东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

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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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及相

关咨询服务，房屋维修，停车场经营，办公服务，企业内职（员）工培训（非

资质），会务，附设分支机构，绿化养护，房屋租赁经营，自有设备租赁，房

地产经纪；日用百货的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医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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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上海外高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187.89 

净资产 2,225.19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23,702.71 

净利润 610.21 

 

(六)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号 15楼 

法定代表人：龚建波 

主营业务：受托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开发、电子

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园林绿化；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

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研、民意测验）；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

代理记账，以项目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工程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贸易咨询为主的商务咨询服务；营销策划、市场调研、会务培训及相关配

套服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贸易及贸易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企业登记代理；外语翻译；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区内仓储（除危险

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体用品、日用百货、鞋帽服装、玩具、化妆

品、皮革制品、家居用品、花草、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的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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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直接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043.95 

净资产     1,500.00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0,988.07 

净利润 2,613.95 

 

(七)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孙环路 743号 2幢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徐超 

主营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除危险品）、普通机械

设备的维修；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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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那亚进出口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70.69 

净资产 1,829.3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3,532.95 

净利润 251.51 

 

（八）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区枯柳树村西（天龙宾馆院内） 

法定代表人：汲秀芳 

主营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



（化学危险品除外）；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专用产品除外）、机械设备、汽车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涉及审批的项目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以及以及依法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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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亚物流（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上海那亚进出

口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37.95 

净资产 428.10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75.51 

净利润 10.58 

 

(九) 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茂路 123号 1号库 301室 

法定代表人：沈焱 

主营业务：承办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保税港区内商

业性简单加工，物流及贸易信息咨询，物流信息技术及物流软件的研发、设

计、咨询，保税港区内企业间贸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贸

易，转口贸易，仓储、装卸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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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新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上海新新运

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012.78  

净资产 3,103.83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31,490.93 

净利润 2,237.59 

 

（十）上海新新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 248号 1层（集中登记地） 

法定代表人：沈焱 

主营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从事网络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代理出入

境检验检疫报检，货物运输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海运辅

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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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新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上海

新新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373.23 

净资产 2,944.12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21,365.51 

净利润 2,062.49 

 

（十一）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235号 1604室 

法定代表人：沈焱 

主营业务：海上、航空、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代理出入境检验检疫报

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网络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

商务咨询；无船承运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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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上海新新运科

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757.17 

净资产 2,568.29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58,436.92 

净利润 1,303.14 

 

（十二）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875.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北闸村 8队 18号 2幢 108室（上海津桥经

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浩 

主营业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运输代理，仓储

服务（除危险化学品），汽车租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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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9,015.87 

净资产        2,315.9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9,636.57 

净利润 92.87 

 

(十三)上海康载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博园路 858号 2幢 4层 408室 

法定代表人：赵红丽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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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装卸搬运；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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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载医药物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上海康展物流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6.82 

净资产 -16.57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86.00 

净利润 -110.50 

 

（十四）上海傲畅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南路 1288 弄 80号 908室 

法定代表人：宋匡华 

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自有设备租赁，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计算机信

息科技、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商务

信息咨询，会务服务，机械设备安装、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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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具体项目见许

可证），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化工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

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通讯设备

的批发、零售，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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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傲畅供应链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参股的公司。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358.17 

净资产 2,255.46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主营业务收入 1,255.25 

净利润 222.72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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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接受劳务、提供劳务和关联租赁等方面与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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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公司增加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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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