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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6          股票简称： 交运股份             编号：临 2018-008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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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项目名称：“对子公司交运巴士增资扩股的投资项目”中，上海迪士尼乐园客运配套  

              服务。 

 新项目名称: “对子公司交运巴士增资扩股的投资项目”中，增资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9957.64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392.36 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10350万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02 号)的批准，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66,119,020 股，发行价为人民

币 8.5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25,301,191.6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16,800,489.6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08,500,701.97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到账，业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予以验资并出具上会师报字(2016)第 4977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募投预案（万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一、对子公司交运巴士

增资扩股的投资项目 
14,400.00 0.00  

1、迪士尼客运配套服务 10,350.00 0.00  

2、房车租赁业务 4,050.00 0.00  

二、宝钢集团湛江钢厂

综合物流配套服务项目 
30,000.00 20,253.67 

三、乘用车动力系统总

成产品智能制造及技改
37,244.00 22,0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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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能项目 

四、高端乘用车销售及

后服务网络平台智能化

建设项目 

32,000.00 3,082.39 

五、补充流动资金 27,206.07 27,206.07 

合计 140,850.07 72,629.9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董事会相关

决议的要求存放和使用。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子公司交运巴士增资扩股的投资项目”

中，对上海迪士尼乐园客运配套服务（计划投资金额 10350 万元）市场环

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已不符合公司目前的战略发展方向，继续投入募集资

金已无必要。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结合当前的市场环

境以及战略规划，拟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对子公司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巴士”）进行增资，增资资金用于交运巴士增资

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巴士”）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

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后，尽管为长三角及周边地区带来了的庞大客流

量，但游园旅客主要以地铁、私家车等方式出行，未能为公司配套客运业

务带来客源，原计划的度假区快线也已经全部停运，省际客运车辆升级更

新、客站装修等项目，也未按计划进行。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公司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以及战略规划，拟将上述项目募集资金（10350

万元人民币），对子公司交运巴士进行增资，增资资金用于交运巴士增资空

港巴士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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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共计 10350 万元人民币，对子公司

交运巴士进行增资，增资资金用于交运巴士增资空港巴士股权项目

（9957.64 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392.36 万元）。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空港巴士成立于 1996 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目前股权结构为：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0.8%股权，上海

机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1.2%股权，上海久事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19.2%股权，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23.8%股权，交

运巴士持有 5%股权。 

空港巴士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南汇东部经济园区。经营范围为：省际包

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省际旅游客运，省际高速客运；旅客综合服务，

汽车维修，汽配，仓储，建材，金属材料，日用百货，食品，饮料，烟酒，

保健品，工艺品，服装，针织品，照像。 

经营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 

空港巴士现有职工 484 人，其中 51 人为管理人员。 

   （二）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空港巴士主要业务包括公交线路、专线、省际客运、班车、长途站点

管理、机场应急救援等。拥有长途客运线路 4 条；有公交线路 7 条以及为

机场集团配套的职工班线；发往上海周边的外省市代发班线 14 条。 

   （三）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金额：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1,317 11,230 11,050 

营业利润 1,411 796 786 

净利润 2,049 999 710 

空港巴士承担着上海两大机场旅客运输任务及通过机场向周边地区道

路运输的功能，拥有优质的客源，占有上海旅游运输的制高点。空港巴士

近年经营情况良好，有着较好的经营效益，其中公交专线保持较高的实载

率和运营里程，对业绩起到了较大支撑作用。实施增资控股空港巴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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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和交运巴士产生联动效应，对增加客源、线路优化、资源效率提高都有

积极作用。 

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收购的背景  

为了继续巩固上海公路客运行业龙头企业的地位，做大做强主业，交

运巴士将增资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并最终控股该公司。 

   （二）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必要性 

   （1）符合客运板块发展规划，通过收购兼并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

占有率，提升竞争力，抵御高铁等造成的冲击。 

   （2）通过收购利用自身经营资质、完善的长途客运网络和线路等资源，

整合空港巴士的长途站点及相关的业务，实现聚合效应，促进业务联动发

展，提升企业整体资源价值。 

   （3）通过收购有利于空港优质客源的开发，进一步提升企业品牌影响

力，增加企业效益。同时，通过空港巴士的纽带作用，可促进股东方在其

他业务领域的合作。 

 2、实施方案 

   （1）增资价格 

本次增资采用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基准日为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作为依据，空港巴士评估后的整体价值为 5300 万元，交运巴

士股权由 5%增资到 67%，需出资 9957.64 万元。 

增资后各方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项目 

机场集团 巴士集团 
交运 

巴士 
合计 机场 

集团 

机场 

实业 
小计 

久事 

公交 

巴士 

资产 
小计 

增资后 

持股比例 
7.22% 10.84% 18.06% 6.67% 8.27% 14.94% 67.00% 100% 

增资后股本 

（万元） 
1,040 1,560 2,600 960 1,190 2,150 9,644 14,394 

自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期间，空港巴士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盈



5 
 

利或亏损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交运巴士按增资后的持

股比例承接。 

   （2）法人治理结构 

空港巴士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空港巴士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机场方推荐 1 人，巴士方推荐 1 人，

交运巴士推荐董事 4 人，职工董事 1 人，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选举产生。董事长由交运巴士推荐的董事担任，通

过董事会选举产生。设副董事长 2 名，分别由机场实业方和久事公交方委

派的董事人员担任。公司总经理由交运巴士推荐，董事会聘任，公司法人

代表由公司总经理担任。设副总经理不少于 3 人，机场方推荐 1 人，巴士

方推荐 1 人，交运巴士推进 1 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空港巴士设立监事会，设监事 5 人，为公司监督机构，由机场方推荐

1 人，巴士方推荐 1 人,交运巴士推荐 1 人，职工代表 2 人，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选举产生。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职责、权力、议事方式由修订后的空港

巴士章程规定。 

   （3）效益预测 

增资后除原空港巴士开展的业务外，将在 2018-2019 年利用增资资金

逐步投入相关项目，主要包括加大公交专线车辆投入，应对机场客流不断

增加；发展网约车业务，配套机场之间及周边的陆侧交通；按一级站标准

改造机场客运站以提高服务品质，增加站务费及吸引客源；归还借款降低

经营成本等，这些举措将为空港巴士带来进一步的收益。 

相关项目投资并实施后，预计空港巴士年均新增营业收入 6170 万元，

加上原空港巴士营收，合计年均营业收入约 18000 万元；相关项目投资并

实施后预计空港巴士年均净利润新增约 988 万元，加上原空港巴士净利润，

合计年圴净利润约 1680 万元；按交运巴士持有的 67%股比，年平均投资回

报率 11%。 

另外，增资后空港巴士将与交运巴士形成联动效应，可提升客运板块

整体效益，主要包括：线路优化，部分班线延伸至机场客运站发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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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客源；发掘高档商务旅游班线等资源潜力，提高车辆利用率，提升品

牌形象；交运巴士的运力成为空港巴士补充，解决高峰期运力不足情况；

提高各客运站之间的配载效率；统一平台售票，减少平台运营成本。 

   （三）本次收购的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  

项目主要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员工流失风险等。虽受

高铁等因素冲击，空港巴士近年效益有所下滑，但航空客运量每年持续增

长，随着浦东机场三期建设及虹桥 T1 航站楼改造完成，未来客流仍有较大

增长空间。通过挖掘客源，优化线路，开辟新线等措施，同时加快对空港

巴士的管理磨合，做好对员工的宣传引导，并发挥股东各方的优势，积极

争取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上述风险是可控的。 

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法律程序办理。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是结合市

场环境变化，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出发，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而

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和内

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综上，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是根据市场

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策，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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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

目用途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

途变更，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交运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

公司实际情况所进行，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该变更事项尚需经过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七、关于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上述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一）《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核查意见》； 

（四）《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七届十六次董事会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