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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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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以现金、
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外资管公司”）持有的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
贸区基金”）14.2857%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1,463.99 万元。
本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上海浦东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投控”）控股的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市镇公司”）持有的上海恒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恒懋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81,497.84 万元；同时公司拟出资
承接新市镇公司持有恒懋公司约 2.1 亿元人民币的债权。
本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外资管公司持有的上海外高桥英
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得网络公司”）20.58%股权及新市镇公司投
资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实业公司”）持有的
英得网络公司 28.42%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1,920.96 万元。
本公司子公司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投
资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外资管公司持有的上海外高桥国际
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发展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1,968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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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浦东投控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1 次，金额
为 4 亿元（不包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尚需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 本次关联交易总额为 10.785 亿元人民币，其中股权收购价格约为 8.685 亿
元（最终股权收购价格将以经国资备案通过的评估值为准），承接债权 2.1 亿元，
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需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以产业链整合推动中国（上海）外高桥自由贸易试验
区及周边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推进国际贸易示范区建设，通过承接自贸区溢出
效应，区镇联动，提升城市化水平，打造浦东枢纽型国际贸易城，做大做强上市
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资产。
本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外资管公司持有的自贸区基金
14.2857%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1,463.99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自
贸区基金 14.2857%的股权。
本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浦东投控控股的新市镇公司持有的
恒懋公司 10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约为 81,497.84 万元，同时公司拟出资承接
新市镇公司持有恒懋公司约 2.1 亿元人民币的债权，交易价格共计约 10.251 亿
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恒懋公司 100%的股权；
本公司拟以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外资管公司持有的英得网络公司
20.58%股权及新市镇公司投资的投资实业公司持有的英得网络公司 28.42%股权，
交易价格共计约 1,920.96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英得网络公司 49%的
股权。
本公司子公司文化投资公司拟现金、按协议收购的方式收购外资管公司持有
的文化发展公司 100%股权，交易价格约为 1,968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文化
投资公司持有文化发展公司 100%的股权。
因尚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外资管公司持有的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此次不纳入收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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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关系概述
因外资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市镇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浦东投
控持股 100%的投资公司、投资实业公司是新市镇公司持股 100%的投资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外资管公司、新市镇公司、投资实业公司
属于本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并将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11513222599XM
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宏
注册资本：130,050.7648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 号 1801 室
经营范围：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投资、区内房地产开发经营、国内
贸易（除专项规定）、区内贸易、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保税区与境外之间的贸易。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外资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3,730,992.65 万元，
净资产为 1,450,082.82 万元，营业收入为 840,768.74 万 元，净利润为
96,361.2 万元。
（二）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0007345484030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19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晨胜
注册资本：148,866.901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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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9 号 10 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管理;城建工程勘察设计,土木工程建筑,线路、管道、设备安
装、工程承包、建设开发前期动拆迁工程,实业投资,国际贸易、转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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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新市镇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718,458.88 万元，
净资产为 216,742.89 万元，营业收入为 57,312.55 万元，净利润为 8,711.12
万元。
（三）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115631342170B
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22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俞勇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 2 号 507 室
经营范围：对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
询服务、会计咨询服务,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空调、制冷设备的
维修保养,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仓储(除危险品),信息产业开
发、管理,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市政养护,项目管理,通用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保
洁服务,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电梯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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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投资实业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43,231.40 万元，
净资产为 29,606.53 万元，营业收入为 22,697.32 万元，净利润为 2,164.88 万
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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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00033279744XF
成立日期：2015 年 2 月 28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吴剑平
注册资本：3,36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788 号 T1 第 28 层 1-2
单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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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情况
外资管公司、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会
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各为 14.2857%。公司其他股东
将放弃优先受让权。
3、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30 日

（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099.63

8139.49

7972.03

所有者权益

3953.77

4035.25

5396.74

主营业务收入

5891.17

3451.77

4091.13

净利润

2736.56

1385.94

1142.36

净资产收益率

73.09%

31.82%

24.22%

项目

备注：以上提供审计服务的为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

4、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自贸区基金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预估值为 10,247.93 万元（收
益法，该评估结论最终以浦东新区国资委备案同意的评估值为准），评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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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1.19 万元，增值率 89.89%。评估报告显示，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测主要来源于
基金管理费收入，预计自贸区基金 2019 年至 2023 年净利润分别为 1749.9 万元、
1849.47 万元、1818.79 万元、1791.14 万元和 1799.99 万元，计算模型所采用
的折现率为 15.94%。
董事会认为，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未来各年度收益的预
计、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果合理。
5、该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增资情况
2018 年 10 月，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增
资，自贸区基金注册资本由 2,400 万元增加到 3,360 万元。增资前外资管公司、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会元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各为 20%，增资后各股东持
股比例 14.2857%。

（二）上海恒懋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115575850540T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3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晨胜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 310 号 5 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除经纪),物业
管理、园林绿化,市政工程管理,建筑设计,建筑业(凭许可资质经营)酒店管理,
餐饮企业管理,保洁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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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情况
新市镇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3、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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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30 日

（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759.76

94178.77

106593.44

所有者权益

3600.36

2044.53

55783.95

主营业务收入

125.74

1162.9

1138.61

净利润

-1332.03

-1555.82

-1260.57

项目

备注：以上提供审计服务的为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

4、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恒懋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预估值为 81,497.84 万元（资
产基础法，该评估结论最终以浦东新区国资委备案同意的评估值为准），评估增
值 2.57 亿元，增值率 46.1%。同时，公司拟出资承接新市镇公司持有恒懋公司
约 2.1 亿元人民币的债权，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收购交易价格共计约为 10.251
亿元。
5、该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增资情况
2018 年 10 月，恒懋公司以股东借款转增实收资本的方式，增加 5.5 亿元注
册资本。新市镇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比例不变。

（三）上海外高桥英得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000630616272H
成立日期：1996 年 5 月 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吕锋
注册资本：2,041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 3 楼西侧部位
经营范围：经济信息及技术服务,弱电工程、网络工程及通信工程等建设
工程施工,软件开发,经营计算机及相关的外围设备、办公用品,国际贸易,区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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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商务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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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情况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
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英得网络 51%、28.42%和 20.58%。上海亿通国
际股份有限公司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30 日

（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37.24

4663.24

4860.81

所有者权益

3425.35

3466.84

3396.44

主营业务收入

3316.1

2537.66

1894.54

净利润

348.37

355.03

249.12

净资产收益率

10.17%

10.24%

7.26%

项目

备注：以上提供审计服务的为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

4、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英得网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预估值为 3,920.32 万元（资产基础法，
该评估结论最终以浦东新区国资委备案同意的评估值为准），评估增值 523.88
万元，增值率 15.42%。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收购交易价格约为 1,920.96 万元。

（四）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证代码：913100000593530971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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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环中
注册资本：1,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 号 30 层 3003 室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咨询、商务咨询服
务(除经纪)；会展服务,知识产权代理(不含专利代理),艺(美)术品、收藏品鉴定
服务和销售；酒类、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翻译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
贸易,转口贸易及贸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国内道路货运代理服务;企业形象策划,电脑图文制
作、广告的设计、制作与发布;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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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结构情况
外资管公司持有文化艺术发展公司 100%股权。
3、最近二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30 日

（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06.53

3414.8

1892.54

所有者权益

3065.19

3091.38

1493.39

主营业务收入

1671.62

1304.48

579.94

净利润

4.07

26.19

-98.40

净资产收益率

0.13%

0.85%

-4.29%

项目

备注：以上提供审计服务的为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

4、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文化发展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预估值为 1,968 万元（收益
法，该评估结论最终以浦东新区国资委备案同意的评估值为准），评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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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61 万元，增值率 31.78%。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收购交易价格约为 1,968
万元。

经聘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进行尽职调查，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
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

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未与相关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经协商，四个收
购协议履约安排初步如下：
1、价款支付计划：本公司应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次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将
产权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资产交付计划：于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
接，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30 个工作日内，配合
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与产权交易标的相关的盈
利或亏损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转让方对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
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

五、

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标的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良好，主业符合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定位：
1、有利于大股东履行“关于逐步消除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同业竞争”
的承诺。
2、有利于实施资源整合，进一步理顺受股权管理关
系，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主业。
3、有利于优化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健全上市公司主业体系，拓宽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未来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发展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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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加恒懋公司和文化发展公司 2 家控
股子公司。恒懋公司和文化发展公司没有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及财务资助的情况。

六、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应当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股东大会决策权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同意将《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
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刘宏、俞勇进行了回避表决。该议案还将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尚需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二）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文件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决
策、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本次股权收
购交易的审计、评估机构为经双方认可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上述两家
机构与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的
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此，我
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关于参与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
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浦东投控共同出资设立“上海浦东科技创新投资基
金”，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4 亿元。（详见公司临 2019-011 号公告）。
截至目前，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和托管账户的开立，正在准备协会备案相关
工作。

八、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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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 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4、 相关的审计报告；
5、 相关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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