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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关联交易暨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

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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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内容提示：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关

联交易暨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和《关于上海地

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售后回

租关联交易主体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对上述

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新增关联交易：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开始重大资产重组，以支

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咨询公司”）收购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申凯公司”）51%股权。2019年 9 月 20 日，咨询公司

持有的申凯公司 51%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在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此,申凯



公司变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原先与上海申通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地铁集团”）、上海轨道交通八

号线三期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号线三期公司”）签订

的《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协议》，协议约定申通地铁集团及

八号线三期公司委托申凯公司对 8号线三期进行运营与维护业

务，由于申凯公司已经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而申通地铁集团

及八号线三期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该业务构成关联

交易。此外，申凯公司 2019 年还与咨询公司签订了《房屋租

赁和物业管理合同》，由于咨询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

公司，为关联法人，因此也构成关联交易。此次新增两个关联

交易为申凯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不

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风险可控。 

 售后回租关联交易主体变更：根据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及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号线公

司”）双方的股东（会）决定，申通地铁集团吸收合并一号线

公司，合并完成后，一号线公司现有的法人主体资格被注销，

原一号线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及业务由申通地

铁集团继承及承接。2019 年 11 月初，一号线公司已收到上海

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申通地

铁集团与一号线公司完成吸收合并。一号线公司与上海地铁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公司”）的售后回租关

联交易中，一号线公司的权利、义务将由申通地铁集团继承及

承接，其他交易内容不变。本次交易为企业吸收合并引起的业



务主体调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利

影响。 

 

第一部分：关于公司新增关联交易暨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 

一、新增关联交易概况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

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51%股权。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2019 年 9月 20 日，咨询公司持有

的申凯公司 51%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并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办理完毕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详见公司 2019年 9月 25日

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至此，申凯公司 51%股权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公司持有申凯公司 51%

股权，申凯公司变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申凯公司已经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导

致新增申凯公司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1、2016 年 5 月，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申通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期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协议》。协议中约定，申通地铁及八号线三期公司

作为业主方，委托运营方申凯公司运行与维护上海地铁 8 号线三期项

目。由于申通地铁集团及八号线三期公司分别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控



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均为关联法人，从而导致该运营与委托业务构

成关联交易。预计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生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2、2019年，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申通轨道

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合同》，申凯公司

租用咨询公司的物业用于办公，并委托其进行物业管理。由于咨询公

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该房屋租赁与物业管理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预计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生金额不超过 20万元。 

上述两项新增关联交易情况，将导致 2019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和金额超过年初预计数， 因此特此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和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二、关联方介绍 

1、申凯公司：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1389号401室-40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田益锋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境内城市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项目的运营（经城市人

民政府轨道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行政许可法》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特

许经营的有关规定依法确定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后方可开展

经营）、维护，提供城际列车项目、多式联运领域的工程咨询服务；

境外城市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和城际列车项目的运营、维护及提



供多式联运领域的工程咨询服务；机电机械产品及维修材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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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通地铁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衡山路12号商务楼3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俞光耀 

注册资本：211909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及综合开发经营，轨道交

通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经营，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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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八号线三期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82.24%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期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古宜路99弄12号1层112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庆国 

注册资本：151682.4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期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沿线站区的综合开发，机电设备的维修保养及技术咨询、服务，物

业管理，停车场经营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



广告（增值电信业务除外），设计、制作各类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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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咨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东门路10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资本：15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研究咨询，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

件的销售，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建设工程审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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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开始重大资产重组，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

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收购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51%股权。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19年 9 月 20日，咨询公司持有的申凯公司 51%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

司名下，具体详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至此,申凯公司变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导致新增申凯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如下： 

（1）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业务 

2016 年 5 月，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申通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三期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8 号

线三期运营与维护协议》。协议中约定，申通地铁及八号线三期公司作

为业主方，委托运营方申凯公司运行与维护上海地铁 8号线三期项目，

其中 2016-2017 年为运营准备期，2018 年正式开始商业运营期，商业

运营期为 5 年（2018 年 1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该协议期满

后，在与第三方具有同等的条件下，运营方申凯公司对于运营与维护

权的授予将具有优先权。由于申通地铁集团及八号线三期公司分别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均为关联法人，从而导致

该运营与维护业务构成关联交易。预计 2019 年第四季度该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3000 万元。 

定价依据：上海地铁 8 号线三期项目是上海市第一条胶轮无人驾

驶地铁系统项目，申凯公司在该项目招投标中成功中标，并与申通地

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签订《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协议》。该协议

合同总价包括试运营准备期人员费用、5 年商业运营期合同价款等，其

中商业运营期合同价款是指八号线三期商业运营业主所支付的委托运

营价款，具体包括：人工工资及相关费用、能耗费用、生产维修费、

其他直接费、运营间接及管理费和应交增值税及附加。基于人工、物

价等价格指数变化，业主将对 8 号线三期商业运营期相应年度运营合

同价款予以调整。 



（2）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2019 年，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申通轨道交

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合同》，申凯公司租

用咨询公司的物业用于办公，并委托其进行物业管理。由于咨询公司

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因此，该房屋租赁与物业管理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该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生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其中房屋租赁发生金

额不超过 15万元，物业管理发生金额不超过 5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参考周边同类型写字楼的均价，按行业

市场价格定价。 

 

四、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情况，将导致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 

“申凯公司与申通地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的 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

护业务”及“申凯公司与咨询公司的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两项，两

项新增 2019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 3020 万元。 

 

五、新增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申凯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导致申凯公司与申通地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之间关于8号线三期项

目的运营与维护业务、申凯公司与咨询公司的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这



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次新增关联交易为申凯公司的日常经营活

动，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

风险可控。 

 

六、新增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12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新增关联交易暨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关

联董事俞光耀先生、顾诚先生、苏耀强先生、徐子斌先生、王保春先

生回避表决，公司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2、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不存在关联方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新增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如下：我们对公司本次新增关联交易暨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

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认真的审查，认为：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凯公司变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导致申凯公司与申通地铁集团、

八号线三期公司之间关于8号线三期项目的运营与委托业务、申凯公司

与咨询公司的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交易变成关联交易。此次新增关联

交易为申凯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其风险可

控。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调整。 

3、本次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部分：关于售后回租关联交易主体变更暨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调整 



一、关联交易调整概况 

2019年11月初，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关联方上海申通

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一号线公司已经获得上海市徐

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根据上海申通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及一号线公司双方的股东（会）决定，申通地铁集团吸

收合并一号线公司，合并完成后，一号线公司现有的法人主体资格被

注销，原一号线公司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及业务由申通地

铁集团继承及承接。 

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发布了关于上海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与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公告（编号：临

2019-009），披露了一号线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融

资金额为不超过8亿元。此后，由于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一号线

公司由公司的原全资子公司，变成公司控股股东申通地铁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导致一号线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的售后回租

业务由非关联交易变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为7.7亿元。详见公司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公告（编号：临2019-030）。根据2019

年8月申通地铁集团与一号线公司的吸收合并公告，公司发布关于上海

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售后回租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19-033）。 

目前，申通地铁集团与一号线公司完成吸收合并，一号线公司被

准予注销，一号线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的售后回租交易中，一号线公

司的权利、义务将由申通地铁集团继承及承接，其他交易内容不变。

申通地铁集团是一家融地铁建设、运营管理、资产资源开发和技术研



究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是上海轨道交通投资建设和运营的责任主

体，注册资本21,190,900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申通地铁集团

总资产37,299,917.99万元，净资产26,086,814.96万元，营业收入

1,092,715.62万元。 

 

二、本次关联交易调整对公司影响 

本次售后回租关联交易中，原交易主体一号线公司被申通地铁集

团吸收合并，一号线公司的权利、义务将由申通地铁集团继承及承接，

其他交易内容不变。本次关联交易调整为企业吸收合并引起的业务主

体调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利影响。 

 

三、本次关联交易调整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12月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

司售后回租关联交易主体变更的议案》。关联董事俞光耀先生、顾诚

先生、苏耀强先生、徐子斌先生、王保春先生回避表决，公司非关联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2、本次关联交易调整不存在关联方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调整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如下：我们对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上海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

公司售后回租关联交易主体变更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充分、认真的审查，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主体变更为企业吸收合并引起的业务主体调整，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不利影响。本次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上述调整。 

3、本次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