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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20-066号 

900928              临港 B 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 

用于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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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最终标的：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科技园公司”）、上海临港欣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欣创”） 

 增资金额：本次增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107,400万元。其中，通过直接增资的

方式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高科技园公司增资人民币 96,100 万元，通过直接

及间接方式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临港欣创增资人民币 11,300 万元。上述增

资款将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分批实施到位。增资全部完成后，高科技

园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23,120万元增至人民币 319,220万元，临港

欣创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7,700万元增至人民币 29,000万元。 

 本次增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增资事宜

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

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831 号）核准，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即向上海市漕河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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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发行 749,489,779 股股份、向天健置业（上海）有限

公司发行 23,062,426 股股份、向上海久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3,885,457 股

股份、向上海莘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发行 1,044,806股股份、向上海华民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发行 3,383,954 股股份、向上海蓝勤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506,63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8,775,880股新股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

价格为 23.98 元，募集资金总额共计人民币 4,766,645,602.40 元，减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 46,069,782.88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20,575,819.52 元，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全部到位。2019 年 11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

具了《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6-65 号），公司现

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披露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公司募集资

金拟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79,338.30 

2 科技绿洲四期项目 72,120.53 

3 科技绿洲五期项目 84,140.62 

4 科技绿洲六期项目 12,417.95 

5 南桥欣创园二三期 24,040.18 

合计 472,057.58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情况 

1、为推进募投项目科技绿洲四期项目及科技绿洲五期项目（以下统称为“科

技绿洲项目”）的实施，公司拟采取货币增资的方式以募集资金向该项目实施主

体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如下： 

公司采取货币增资的方式以募集资金共人民币 96,100 万元向高科技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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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高科技园公司注册资本，并用于科技绿洲项目的建

设。 

上述增资款将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分批实施到位。增资全部完成后，

高科技园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23,120万元增至人民币 319,220万元。 

2、为推进募投项目“南桥欣创园二三期”的实施，公司拟采取货币增资的

方式以募集资金向该项目实施主体上海临港欣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具

体如下： 

首先，公司采用货币增资的方式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投资”）增资人民币 5,085 万元、向临

港欣创增资人民币 6,215 万元；其次，临港投资采取货币增资的方式向临港欣创

增资人民币 5,085 万元。本次增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11,300 万元，增资金额全部

计入注册资本。 

上述增资款将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分批实施到位。增资全部完成后，

临港欣创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7,700万元增至人民币 29,000万元。 

高科技园公司、临港欣创均已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对上述增资款进行专项存储，

并与专户存储银行、独立财务顾问及本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高科技园公司 

名称：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漕宝路 1015号 

注册资本：223,12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顾伦 

经营范围：园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房地产经营，自有房屋租赁，项

目投资开发，信息咨询及服务，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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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高科技园公司总资产 1,053,5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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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净资产 287,473.67 万元，2019年度，高科技园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7,302.16

万元，净利润 59,074.93 万元。 

2、临港投资 

名称：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3,340.2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 2555 号 1幢 1206室 

法定代表人：袁国华 

经营范围：园区投资、开发和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

业，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及服务（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开发，兴办各类新兴产业，科技企业孵化，物业管理，仓储

（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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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临港投资总资产 1,538,900.92 万元，

净资产 578,456.37 万元。2019 年度，临港投资实现营业收入 71,667.17 万元，

净利润 40,047.50万元。 

3、临港欣创 

名称：上海临港欣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7,7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5885 号 3018室 

法定代表人：杨凌宇 

经营范围：土地成片开发建设，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登记代理，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工程

施工，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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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临港欣创总资产 14,263.16万元，净资

产 7,246.20 万元。2019 年度，临港欣创实现营业收入 4,765.78 万元，净利润

389.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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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配套资金。公司以募集资

金向子公司进行增资，将加快推进“科技绿洲四期项目”、“科技绿洲五期项目”

及“南桥欣创园二三期”项目的建设。本次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改善高科技园公司和临港欣创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推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本次增资符合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

远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以及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披露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公司拟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漕河

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款将用于“科技绿洲四期项目”

和“科技绿洲五期项目”；拟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临港欣创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增资款将用于“南桥欣创园二三期”项目。上述增资款将根据募投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分批实施到位。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

等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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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增资的资金用途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6,100 万元向子公司高科技园公

司进行增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1,300 万元向子公司临港欣创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事项全部完成后，高科技园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223,120万元增至人民币 319,220万元，临港欣创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7,700

万元增至人民币 29,000 万元。 

2、监事会意见 

2020年 9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96,100 万元向子公司高科技园公司进行增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共计人

民币 11,300 万元向子公司临港欣创进行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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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采取货币增资的方式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上海

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96,100 万元，向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上海临港欣创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计增资人民币 11,300 万元的事项，符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安排。上述增资款将分别用于募投项目

“科技绿洲四期项目”、“科技绿洲五期项目”以及“南桥欣创园二三期”项目，

并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分批实施到位。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有

利于稳步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增强公司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持续快

速的发展。本次增资符合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

子公司增资。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