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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76         股票简称： 交运股份         编号：临 2016-042 

债券代码：122205          债券简称：12 沪交运 
 

 

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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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交运集团”）转 

让持有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游览公司”）全部 50%的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或“本次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根据上海东洲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拟股权协议转让涉及的上海浦江游

览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第 0993156 号]

确定的评估结果为基准（评估基准日 2016年 10月 31日），上浮 10%范围内进行

交易，转让价格为 3925.59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本公司 

向控股股东转让持有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 50%的股权交易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的金额与范围均在股东 

大会通过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6-018）和

《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5-006）之内，所有关

联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且均为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下。本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

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贯彻落实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

展的意见》精神，进一步优化资产资源配置，提升业绩，保障股东权

益，本公司拟将所持有的浦江游览公司全部 50%的股权，以 3925.59

万元的价格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给控股股东上海交运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交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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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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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股权转让方为本公司，受让方为控股股东交运集

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规定，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转让持有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 50%的股

权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的金额与范围均

在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 2016-018）和《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 2015-006）之内，所有关联交易均已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且

均为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的 5%以下。本公司未与不同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注册号：91310000132263849G 

法定代表人：蒋曙杰 

注册资本：143993.3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恒丰路 258 号二楼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管理、水陆交通运输、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产权经纪。 

2．公司名称：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100001334143114 

法定代表人：蒋曙杰 

注册资本：86237.3924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工业园区民冬路 239 号 6 幢 101 室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汽车货物运输装卸，公路省（市）

际旅客运输，二类货运代理，汽车修理，汽车机械配件制造、销售，

工程机械及专用汽车制造、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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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材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近三年来，交运集团经营状况良好，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30.97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5.71%,资产总额 114.42 亿元；2015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5.77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8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 

注册号：91310101132312065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建新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2 年 5 月 4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153 号  

营业期限：自 1982 年 5 月 4 日至 2022 年 5 月 3 日  

经营范围：浦江游览业务，大型饭店（含熟食卤味，限浦江游览

1 号船经营），船舶供餐(含熟食卤味，限中国太平号、全球通号船经

营），船舶供餐（仅备餐，不含熟食卤味，限浦江游览 5 号、浦江游

览 6 号船经营），船舶供餐（仅备餐，限新春江号经营），船舶修理，

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除金银制品）、照相器材、集邮用品。 

登记机关：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浦江游览公司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0   50  

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250   25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 

上海星引投资有限公司 2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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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000 100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会师报字[2016]第 5041

号审计报告（二年又一期），浦江游览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

元）。 

 

序号 指标 2014年 2015年 
2016 年 

1-10月 

1 总资产 113,307,644.83 105,537,662.13 106,176,073.33 

2 所有者权益 51,147,273.48 53,004,406.76 64,218,299.51 

3 营业收入 60,225,716.94 62,814,058.20 59,918,944.94 

4 净利润 1,403,334.78 1,857,133.28 11,178,525.99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会师报字[2016]第 5041

号审计报告，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浦江游览公司账面所

有者权益为 6421.83 万元。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

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拟股权协议

转让涉及的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沪东洲

资评报字（2016）第 0993156 号]，以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

按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浦江游览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137.44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拟以此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上浮

10%范围内进行交易，按照 50%股权比例计算，确定为 3925.59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 协议主体和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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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以及约定的交易价格，详见关联交易概述。  

（二） 支付方式  

本次关联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三） 交易安排  

经与受让方协商，交易双方同意在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

日<含当日>期间，浦江游览公司如果因实现盈利或亏损以及因其他原

因而增加或减少的净资产部分权益由受让方交运集团按照持股比例

享有。 

根据浦江游览公司 2016 年 12 月 15 日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同意本公司将所持有的浦江游览公司全部 50%股权转让给交运集团，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 交易生效条件  

本次股权协议转让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

并办理浦江游览公司工商变更手续等事项。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因、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因 

近三年来黄浦江游览行业市场混乱无序，管理多头且管理力量分

散、信息反馈渠道不畅。随着上海市整合黄浦江沿岸土地、码头资源

的规划政策出台，涉及浦江游览公司龙船停靠泊位发生变化，浦江游

览公司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所得资金还可用于其他主业发展的项目，资金

的使用效率和回报率将得到提高；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

源配置，也有利于本公司整体股东价值的提升。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本公司将获得股权转让对价 3925.59 万元。

上述收入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结构，有利于公司主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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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出售所持控股子公司浦江游览公司的全部 50%股

权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公司不存在为浦江游览公司提供

担保、委托其理财，或浦江游览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关联

交易）的议案》。由于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蒋曙杰先生、

朱戟敏先生以及张正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六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

进行审议和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七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出具如下独立 

意见： 

1、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我们事先已审议并同意。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事项所得资金还可用于其他主业发展的

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回报率将得到提高；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也有利于本公司整体股东价值的提升。 

2、本次转让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资产已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评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拟以此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上浮

10%范围内进行交易。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守了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制度》 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

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关

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12月21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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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同意本次交易的最终转让价格是以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准, 上浮 10%范围内进

行交易，转让价格为 3925.59 万元。 

2、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所得资金还可用于其他主业发展的项目，

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回报率将得到提高；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

化资源配置，也有利于本公司整体股东价值的提升。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遵循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发现存

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

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上海

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转让

公司所持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的书

面审核意见； 

5、《上海浦江游览有限公司拟股权协议转让涉及的上海浦江游

览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