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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4    证券简称：申通地铁   编号：临 2021-006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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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申通地铁”）2019 年实

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从 2019年 10月 1 日起，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凯公司”）纳入公司并表范围，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

股 51%），上海地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地铁集团”或“集团”）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及其相关企业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此外，凯奥雷斯

（武汉）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凯奥雷斯上海分公

司”）是申凯公司另一占股 49%的股东凯奥雷斯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之相关规定，作为持有对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法

人，凯奥雷斯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其全资子公司也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2021 年度，公司关联法人汇总如下：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1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通地铁集团”或“集团”） 
控股股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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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持股 82.24%的子公

司 

3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 

 

（以下简称“维保公司”） 

4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工务分公司 

（以下简称“维保工务分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5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车辆分公司 

（以下简称“维保车辆分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6 
申通南车（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申通南车”） 
控股股东持股 50%的子公司 

7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资产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8 
上海地铁东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置业”） 

资产经营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即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9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咨询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间

接控股） 

10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培训

中心（以下简称“培训中心”） 
控股股东的分公司 

11 
上海轨道交通七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七号线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 97.19%的子公

司 

12 
上海共和新路高架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架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 87.91%的子公

司 

13 
上海轨道交通浦东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浦东线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4 
上海轨道交通长宁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宁线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5 
上海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十二号线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6 
上海轨道交通杨浦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杨浦线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7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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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第一运营公司”） 

18 
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第二运营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9 
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第三运营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0 
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第四运营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1 
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磁浮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22 
上海轨道交通申嘉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嘉线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 80.85%的子公

司 

23 
上海轨道交通十六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十六号线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 51.5%的子公

司 

24 
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地铁物业公司”） 

维保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25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以下简称“维保供电分公司”） 

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

公司 

26 

凯奥雷斯（武汉）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凯奥雷斯上

海分公司”） 

申凯公司持股 49%的股东方

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拟定了《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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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1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上海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营业务系接

受公共交通业主委托，为其提供公共交通相关运营与维护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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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 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前既有合同预计 2021年发生情况： 

（1）2016 年 5 月，申凯公司与申通地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签订了《8

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协议》。协议中约定，申通地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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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该

运营与维护业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 

（2）2019年 4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维保工务分公司签订了浦江线安全

保护区管理技术服务合同。2021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6万元。 

（3）2019年 5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申通南车签订了浦东机场捷运系统

车辆委托维护项目合同。2021 年该车辆委托维护项目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600万元。 

（4）2019年 5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维保公司及其下属车辆分公司签订

了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专业抢险委托合同。2021 年该车辆专业抢险委托合同

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2、经公司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及 2019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同，预计 2021

年发生情况： 

2020 年 5 月，申凯公司租用资产公司物业用于办公，并委托其全资子公司

东方置业进行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合同的期限为五年，合同价格参考

周边同类型写字楼的均价，按行业市场价格定价。2021 年该房屋租赁和物业管

理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380万元。 

3、经公司十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合同，预计 2021年发生情况： 

（1）2020年 6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申通南车签订了浦东国际机场捷运

系统车辆维护与保养辅助服务项目合同。2021 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115

万元。 

（2）2020年 8 月，申凯公司向关联法人咨询公司提供关于昆明机场旅客捷

运系统委托运营项目的成本测算等服务，咨询公司向申凯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双

方签订了项目前期咨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38万元。2020年，该合同实际

发生金额约为 36万元（含税价 38万元）。 

（3）2020年 9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凯奥雷斯上海分公司签订了松江项

目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合同。2021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60 万元。 

（4）2020 年 11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培训中心签订了委外培训服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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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2021 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20 万元。 

2021 年，申凯公司与上述关联法人开展的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9191

万元，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关联方 
2021年（预计不

超过） 

1、8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

业务 
申通地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 8000 

2、浦江线安全保护区管理

技术服务 
维保工务分公司 6 

3、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

维护合同 
申通南车 600 

4、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

专业抢险委托服务 
维保公司及其下属车辆分公司 10 

5、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资产公司 

380 
东方置业 

6、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

维护与保养辅助服务项目 
申通南车 115 

7、松江项目培训和技术支

持服务合同 
凯奥雷斯上海分公司 60 

8、委外培训服务 培训中心 20 

合计  9191 

（二）2021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屋顶租赁 

新能源公司租用集团基地屋顶用于建设光伏项目，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60 万元人民币。关联交易对方具体为：申通地铁集团、七号线公司、

高架公司、浦东线公司、长宁线公司、十二号线公司、杨浦线公司、11.94兆瓦

集团内其他车辆基地（双方暂未确定）光伏项目对应的用电单位（为集团下属关

联企业）。 

2、售电 

新能源公司向集团下属各用电单位收取电费（电费价格按市场交易价格确

定），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800 万元。关联交易对方具体为：第一

运营公司、第二运营公司、第三运营公司、第四运营公司、磁浮公司。 

3、既有光伏项目资产租赁 

新能源公司拟通过经营租赁模式管理集团既有 10兆瓦光伏项目，2021年度

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关联交易对象具体为：申嘉线公司、十二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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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十六号线公司。 

4、办公地租赁及物业管理 

新能源公司拟租赁资产公司持有的吴中路 69 号 5 号楼作为办公地，并聘请

其下属子公司东方置业作为物业管理方，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65万

元。 

5、办公地日常保洁服务 

新能源公司拟聘请维保公司下属的地铁物业公司作为日常保洁服务方，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6、光伏开关柜运行维护 

新能源公司拟聘请维保供电分公司作为其光伏开关柜运行维护方，2021 年

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5万元。 

以上新能源公司与控股股东申通地铁集团有关的关联方开展的关联交易总

金额预计不超过2150万元。 

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关联方 

2021年 

（预计不超

过） 

1、屋顶租赁 

申通地铁集团 

60 

七号线公司 

高架公司 

浦东线公司 

长宁线公司 

十二号线公司 

杨浦线公司 

11.94兆瓦集团内其他车辆基地（双方暂

未确定）光伏项目对应的用电单位（为

集团下属关联企业） 

2、售电 

第一运营公司 

1800 

第二运营公司 

第三运营公司 

第四运营公司 

磁浮公司 

3、资产租赁 

申嘉线公司 

200 十二号线公司 

十六号线公司 

4、办公地租赁及物业服务 
资产公司 

65 
东方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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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常保洁服务 地铁物业公司 10 

6、光伏开关柜运行维护 维保供电分公司 15 

合计  2150 

 

综合以上两部分，公司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

过 11341 万元。授权申凯公司、新能源公司签订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合同。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对《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

议，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名，其中独立董事 3名。梅建平独立董事因

工作原因以通讯形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会审议此议案时，根据《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俞光耀先生、顾诚先生、徐子斌先生、赵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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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选票 3 张，

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就关联交易事先向独立董事发出书面材料，并取得 3位独立董事关于同

意将“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等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的事前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和市场化操作

的原则，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此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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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545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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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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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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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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维保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8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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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翔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运行组织管理，轨道交通设备设施（除特种

设备）安装调试、保养维护维修和改造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综合监控、

监测、监护服务和工程施工管理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信息化、自动化的

高新技术开发和经营，专用设施设备（除特种设备）的检测、租赁和相关技

术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以及维修材料的供应，轨道

交通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业务。 

 

4、维保工务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工务分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97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负责人：孙敏捷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运行组织管理，轨道交通轨道、站桥隧土建

结构设施、专用设备（除特种设备）安装调试、保养维护维修和改造服务，

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及安全保护区的综合监控、监测、监护服务和工程施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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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信息化、自动化的高新技术开发和经营，专用设

施设备（除特种设备）的检测、租赁服务，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销售，轨道

交通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5、维保车辆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车辆分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94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负责人：印祯民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运行组织管理，轨道交通车辆、专用装备（除

特种设备）安装调试、保养维护维修和改造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综合

监控、监测、监护服务和工程施工管理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信息化、自

动化的高新技术开发和经营，专用设施设备（除特种设备）的检测、租赁服

务，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销售，轨道交通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6、申通南车：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0%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申通南车（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菊园新区树屏路588弄41号1001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生华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车辆及部件、轨道交通车辆维修设备的维修、保养、改

造，从事轨道交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轨道交通车辆及零部件的销售，自有工程车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 

 

7、资产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8075号2层、3层东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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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施俊明 

注册资本：146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经营及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咨询，轨道交

通工程设备、通信设施租赁，物业管理，停车收费，地铁卡的制作、发行与

销售，经济及商务信息服务，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会展服务，建筑装潢，

通信及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产品销售、系统集成及维护，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

贸易，交通行业投资，轨道交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8、东方置业：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东方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349号205室A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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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民 

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房地产业务咨询，百

货、装潢五金、花卉苗木的销售，收费停车库，车站场地租赁管理，商务咨

询服务，会务服务。 

 

9、咨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间接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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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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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培训中心：公司控股股东的分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培训中心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751号七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负责人：叶华平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及综合开发经营,会务服务,礼仪服

务,系统内职工培训。 

 

11、七号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97.19%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七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28号32楼C座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盛应平 

注册资本：621923.37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轨道交通七号线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沿

线、站区的物业综合开发。 

 

12、高架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87.91%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共和新路高架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588号1号楼209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浔 

注册资本：643042.3863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市共和新路高架工程项目的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沿线路、

站区的综合开发，机车车辆、机电设备的维修、保养，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

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13、浦东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浦东线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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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1990号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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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菁 

注册资本：111552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浦东线（L4〕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经营管理，以及

沿线路、站区的综合开发，机电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技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14、长宁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长宁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310号1301-B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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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应平 

注册资本：521431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轨道交通长宁线工程项目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以及沿线、

站区的综合开发；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15、十二号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12号商务楼203－2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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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明 

注册资本：1392773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十二号线项目投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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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费，经济

信息咨询，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16、杨浦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杨浦线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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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通路222号9-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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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兆明 

注册资本：1801724.8236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杨浦线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沿线路站

区的综合开发，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17、第一运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新闸路 249号 3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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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雯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轨道交通营运、客运交通服务及轨道交通设备修理及安装、

轨道交通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工程抢险。 

 

18、第二运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永靖路 1288号 3幢 2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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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轨道交通营运、客运交通服务及轨道交通设备修理、安装、

工程抢险等相关业务。 

 

19、第三运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新闸路 249号 309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管国良 



14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客运交通服务及轨道交通设备修理及安装等

相关业务。 

 

20、第四运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恒通路 236号 2101-2106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伍敏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客运交通服务及轨道交通设备修理及安装等

相关业务。 

 

21、磁浮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100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盛雄伟 

注册资本：4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磁悬浮交通线项目的投资、经营和管理，以及沿线路、站区

的综合开发，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城市轨道交通营

运，客运交通服务，轨道交通设备的修理、安装，机车车辆、机电设备的维

修保养，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轨道交通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旅游

咨询（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

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业务经营。 

 

22、申嘉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80.85%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申嘉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嘉定区嘉定镇南大街 272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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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军； 

注册资本：2095692.9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申嘉线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沿线路、

站区的综合开发，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23、十六号线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1.5%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轨道交通十六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1366号A2幢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炯 

注册资本：6753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上海轨道交通十六号线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沿线站区的

综合开发，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机电设备的维修

保养及技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停车收费，经济信息咨询（除经纪）。 

 

24、地铁物业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221弄3号10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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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 

注册资本：1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车辆、建筑物、设备的清洗、保洁服务（非等级），

民用水电装修，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清洁卫生设备、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金属材料、汽车及摩托车配件、日用百货的销售，灭四害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盆景制作，植物盆栽租赁、销售，会务服务，停车场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租赁，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环境保护监测，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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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维保供电分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253号B1首层6号109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负责人：郭德龙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设备的运行组织管理，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设施设备、

专用装备（除特种设备）安装调试、保养维护维修和改造服务，轨道交通设

施设备的综合监控、监测服务和工程施工管理服务，轨道交通设施设备信息

化、自动化的高新技术开发和经营，专用设施设备（除特种设备）的检测、

租赁服务，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销售，轨道交通相关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26、凯奥雷斯上海分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持股49%的股东方的全

资子公司的分公司 

公司名称：凯奥雷斯（武汉）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科路2889弄3号6层620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负责人：LAUDE Bertrand Hervé 

经营范围：城市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项目的咨询、运营及维护，提供城际

列车、市域铁路项目的咨询、运营及维护。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 2021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8号线三期运营与维护业务 

2016 年 5月，申凯公司与申通地铁集团、八号线三期公司签订了《8号线三

期运营与维护协议》。协议中约定，申通地铁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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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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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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该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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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确定了委托运营期各年度基于签

约年人工及物价指数的基准包干价以及调价机制，各年度实际价格根据该年度基

准价、该年度人工及物价指数与签约年的变化以及调价机制计算确定。 

2、浦江线安全保护区管理技术服务 

2019 年 4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维保工务分公司签订了浦江线安全保护

区管理技术服务合同。合同中约定，申凯公司作为浦江线的安全保护区主体责任

单位，委托维保工务分公司对浦江线安全区进行日常巡查、安全保护日常管理，

合同金额约为 12万元，合同期限两年。2021 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6万

元。 

定价依据：申凯公司首先根据市场行情制订采购预算，然后经过第三方投资

监理审价，最后与关联方平等协商确定。 

3、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维护 

2019 年 5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申通南车签订了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

委托维护项目合同。合同中约定，申通南车提供专业服务人员，对申凯公司浦东

机场捷运系统约定的车辆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排查故障并进行维修，

合同金额约为 1770 万元，合同期限三年。2021 年该车辆委托维护项目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不超过 600 万元。 

定价依据：申凯公司首先根据市场行情制订采购预算，然后经过第三方投资

监理审价确定限价，最后经招投标程序确定供应商及价格。 

4、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专业抢险委托服务 

2019 年 5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维保公司及其下属车辆分公司签订了浦

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专业抢险委托合同。合同中约定，维保公司及其下属车辆分

公司接受申凯公司委托，对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实施专业抢险工作，合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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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68 万元，合同期限三年。2021年该车辆专业抢险委托合同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不超过 10万元。 

定价依据：申凯公司首先根据市场行情制订采购预算，然后经过第三方投资

监理审价确定限价，最后经招投标程序确定供应商及价格。 

5、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 

2020 年 5 月，申凯公司租用资产公司物业用于办公，并委托其全资子公司

东方置业进行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合同的期限为五年。2021 年该房

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380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根据同一栋楼的均价，并稍作下浮定价。 

6、浦东机场捷运系统车辆维护与保养辅助服务 

2020 年 6 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申通南车签订了浦东国际机场捷运系统

车辆维护与保养辅助服务项目合同。合同中约定，申凯公司委托申通南车实施捷

运系统车辆维护与保养辅助服务项目，合同金额约为 229 万元，合同期限两年。

2021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115万元。 

定价依据：申凯公司首先根据市场行情制订采购预算，然后经过第三方投资

监理审价确定限价，最后经招投标程序确定供应商及价格。 

7、昆明机场旅客捷运系统委托运营项目前期咨询服务 

2020 年 8 月，申凯公司向关联法人咨询公司提供关于昆明机场旅客捷运系

统委托运营项目的成本测算等服务，咨询公司向申凯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双方签

订了项目前期咨询服务合同，合同金额约为 38万元。2020年，该合同实际发生

金额约为 36万元。（含税价 38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参考行业市场情况，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的。 

8、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 

2020 年 9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凯奥雷斯上海分公司签订了 2020年培训

和技术支持服务合同。合同中约定，凯奥雷斯上海分公司通过法国凯奥雷斯集团

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相似线路运营经验，为申凯公司提供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服

务，2020 年，该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约为 70万元。2021年相关培训预计金额不超

过 60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参考行业市场情况，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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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委外培训服务 

2020 年 11月，申凯公司与关联法人培训中心签订了委外培训服务合同。合

同中约定，培训中心对申凯公司的轨道交通人员进行培训，培训项目主要为运营

调度员、设备调度员及检修施工作业负责人等的资格证培训，合同金额约为 38

万元，合同期限一年。2021年该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20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参考行业市场情况，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的。 

（二）2021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屋顶租赁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租用申通地铁集团基地屋顶用于新建光伏电站，

与申通地铁集团下属单位签订屋顶租赁合同并支付屋顶租赁费。合同期限内，电

站所有权归属新能源公司,由其承担电站的运营、维护和占用屋面维护等相关职

责，并享有电费收益、国家相关政策补贴和电站的处置权。申通地铁集团及下属

单位可使用新能源公司所建项目产生的电力资源,经双方同意后另行签订售电协

议。2021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60万元人民币。 

定价依据：由于屋面情况各异（包含各种障碍物，阴影等因素），租金费用

通常按照光伏组件有效安装面积进行度量，本次关联交易按行业市场价格定价。 

2、售电 

新建光伏项目完成并网发电后，申通地铁集团下属单位将优先使用光伏电站

项目所发电能，新能源公司可向申通地铁集团下属各用电单位收取电费，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800万元。 

定价依据：由于申通地铁集团已收取屋顶租赁费，因此其用电单价不再打折，

电费单价与国网电费单价保持一致，用电量以国网安装的关口电表和光伏计量表

数据为准。 

3、既有光伏项目资产租赁 

新能源公司租赁管理申嘉线公司、十二号线公司、十六号线公司既有光伏项

目。2021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参考光伏行业普遍运维单价制定。 

4、办公地租赁及物业管理 

新能源公司拟租赁资产公司持有的吴中路 69 号 5 号楼作为办公地，并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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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子公司东方置业作为物业管理方，2021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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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常保洁服务 

新能源公司拟聘请上海地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日常保洁服务方，2021

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按行业市场价格定价。 

6、光伏开关柜运行维护 

新能源公司拟聘请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作为其光伏开关

柜运行维护方，2021年度的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15万元。 

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按运维行业市场行情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2021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此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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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1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1、上海轨道交通网络已成规模，具有大量的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屋顶资源可

以作为光伏电站建设资源。新能源公司租用这些屋顶进行光伏项目建设，能更好

挖掘上海轨道交通网络的优势，形成有自身行业特点的业务模式。 

2、上海轨道交通网络有很大的能耗需求，以及节能改造潜力。新能源公司

建设光伏电站向集团下属单位售电，为新能源公司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机遇。 

3、新能源公司接受委托管理申通地铁集团下属单位既有光伏项目，可以使

新能源公司成为申通地铁集团内唯一的光伏项目建设和管理主体，避免同业竞争。 

 

五、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与公司存在长期的持续性关联关系，具备持续经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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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履约能力，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讨论的“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

在听取公司董事会、公司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汇报后，经充分讨论，我们就以

上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 2021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我们认为，2021

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申凯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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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 2021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新能源公司租

用集团公司车辆基地屋顶进行光伏项目建设，并向集团下属单位售电，能更好挖

掘上海轨道交通网络的优势，形成有自身行业特点的业务模式。新能源公司 2021

年继续以经营租赁模式管理集团既有光伏项目，可以使新能源公司成为申通地铁

集团内唯一的光伏项目建设和管理主体，减少同业竞争。新能源公司租用关联方

办公场地，聘用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日常保洁，光伏开关柜运行维护是兼顾价

格市场化和工作便利性的选择。我们认为，新能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议案兼顾了交易各方的需要，体现了公平、公正、和市场化操作的原则，没有损

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 申通地铁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申通地铁独立董事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