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 B 股           编号：临 2022-009 

债券代码：163441，188410，185579  

债券简称：20 外高 01，21外高 01，22 外高 01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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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拟与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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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不小于 20%的企业（本公司除外）签署《金

融服务协议》，办理的金融业务主要为结算、存款、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担

保、结售汇等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财务公司可从事的业务。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还将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为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15 年 7 月成立，注册资本 5 亿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合计持股占比

80%。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20%。 

为实现公司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严格控制风险和

保障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关联人外资管

公司及其直接、间接控股 20%以上的投资企业（本公司除外，以下简称“外资管

系统企业”）开展了相关金融业务服务，2021 年业务情况如下： 

1.2021 年 1-12 月，外资管系统企业在财务公司日最高存款余额为

164,828.28 万元。截至 2021 年末，外资管系统企业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124,322.07万元。 

2.2021年 1-12 月，外资管系统企业与财务公司发生借款关联交易 3次，累

计关联交易借款本金金额 20,000万元。截至 2021年末，外资管系统企业在财务

公司借款本金余额 20,000万元。 

3.2021 年 1-12 月，财务公司未和外资管系统企业发生关联担保交易。截至

2021年末，财务公司对外资管系统企业的担保交易余额为 0。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规定，财务公司拟与外资管系统企业签署《金融服务协议》，且该事项已单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金融服务协议》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次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明确了财务公司可为外资管系统企业办理的

金融业务主要为结算、存款、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担保、结售汇等经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财务公司可从事的业务。 

1.自营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每日余额不高于 5亿元。 

2.保函每日余额不高于人民币 0.35亿元。根据计划，公司持有的上海自贸

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将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告 2022-0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财务公司为上

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保函余额为 7,145万元。如转让成功，

保函每日余额不高于 6.35亿元。 

3.吸收存款每日余额不高于 40亿元。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507,648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号 1801室 

法定代表人：刘宏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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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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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

48.03%的股份，通过鑫益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0.61%B股股份，合计持有 48.64%股

份。 

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为 1,707,765 万元，净

资产总额 1,367,082 万元，营业收入 3,038 万元，净利润 12,489万元。 

 

2、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8,866.901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9号 10楼 

法定代表人：蒋才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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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100%的投资公司。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度的资产总额为690,105万元，

净资产总额 250,127 万元，营业收入 6,720 万元，净利润 6,293万元。 

 

3、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4281号 

法定代表人：蒋才永 

主营业务：高桥地区的城镇规划方案设计,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的开发,

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咨询,实业投资,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商业、餐饮及配

套的娱乐设施的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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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投资



公司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8.7%的投资公司。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为 369,824 万元，净资产总

额 91,803 万元，营业收入 123,176万元，净利润 11,077万元。 

 

4、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京路 2号 507室 

法定代表人：黄丹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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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投资公

司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的投资公司。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为 32,673 万元，

净资产总额 28,356 万元，营业收入 3,315万元，净利润 907万元。 

 

5、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834.774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勇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闻居路 1333号 A区 801室 

经营范围：储备地块内土地前期委托开发，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经

营管理，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及管理，

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除经纪，涉及许可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79.3%的投资公司。 

上海浦东现代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为 617,533 万元，净

资产总额 146,755万元，营业收入 14,584万元，净利润-14,135万元。 

 

6、上海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栖霞路 33号 303室  

法定代表人：袁力强 

主营业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实业投资，有线网络、公共

文化设施的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非金融业务），文化活动策划服务，会务

策划与服务，文化办公用品的销售，有线网络工程施工与维护，文化艺术专业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安防器材的销售和安装服务，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凭许可证经营），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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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该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的投资公司。 

上海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为 65,771 万元，净资产

总额 63,122 万元，营业收入 9,074万元，净利润-1,445万元。 

 

四、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上海外高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服务内容 

根据乙方现时所持《金融许可证》，乙方可向甲方及其下属投资公司提供以

下金融服务： 

1.通过资金结算系统为甲方及其下属投资公司搭建资金结算网络，协助甲方

实现对下属投资公司的资金管理； 

2.协助甲方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3.办理甲方内部转账结算，提供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4.吸收甲方的存款； 

5.为甲方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6.为甲方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7.为甲方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8.对甲方提供担保； 

9.为甲方办理结售汇业务； 

10.为甲方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11.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乙方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三）服务原则 

1.甲方有权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自主选择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自主

决定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以及提取存款的时间。 

2.乙方已将甲方列为其重点支持客户，乙方承诺，任何时候其向甲方提供金

融服务的条件，均不逊于其为其他成员单位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亦不逊

于当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

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可为甲方提供同种类金融服务的条件。 

（四）定价原则 

1.乙方吸收甲方及其下属投资公司存款的利率，应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利

率管理的规定，原则上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同时不高

于同等条件下乙方向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 

2.乙方向甲方及其下属投资公司发放贷款的利率，应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有关

利率管理的规定，原则上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100BP,同时不低于同等条件下乙方向成员单位发放同种类贷

款所定的利率。 

3.票据承兑、贴现、提供担保等业务办理由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

愿的原则协商办理，利率按照市场价格随行就市，费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国家

没有规定的，按不低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不低于同等条件下乙方向成员单位提

供的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乙方为甲方及其下属投资公司办理其他金融服务收费不低于同业的收费水

平，同时也不低于同等条件下乙方向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五）风险控制 



1.乙方确保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乙方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全部通过

与商业银行网上银行接口的安全测试，以保证甲方资金安全。 

2.乙方保证将严格按照中国银保监会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

作，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等主要监管指标应符合中国银保监会以及其他中国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协议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署并盖章后成立，且自根据本协议，

各方的章程，适用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取得各方有权决策机构对本协议

的批准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须经签署本协议的各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如涉及对本协议实质性、重大的修

改，双方就协议变更签署的书面协议，须经双方有权决策机构批准后生效。 

3.本协议按下列方式终止： 

（1） 本协议期限届满且协议一方在期限届满前提出不续期要求； 

（2） 本协议有效期限内双方达成终止协议； 

（3） 本协议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做出的

判决、裁定或决定而终止。 

（七）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目的是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财务公司运营能力，更

大程度上实现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内持牌非银行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仅限于成员单位，

更有利于按照“展业三原则”开展授信业务。在综合授信额度内，由上海外高桥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下属投资公司根据业务需求分别申请，财务公司掌握主动，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视情况审核发放。 

二是财务公司业务风险控制。一方面是合规风险控制，财务公司设置了专

职合规部门，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财务公司各项业务操作流程、合同文本是否



涉及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审查，保证业务的合规进行。公司制定了《上海外

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业务风险处置预案》。另一方面是内部操作风险控制，

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将严格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业务范围

开展，杜绝超范围经营。财务公司设立了严格相适应的制度，对风险进行事前防

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财务公司针对不同的业务种类，加强内控机制，

严格操作规程。同时财务公司在拓展业务时，严格控制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

等指标，优先保证公司的流动性支付需求。  

三是该关联交易将有利于实现公司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实现公司

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六、日常关联交易授权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财务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预计范围内，

决定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3月 2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外高桥

集团财务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宏

先生、俞勇先生回避表决。本次议案将将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

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

都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公司出具的《风险处置预案》

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互惠、互利、合作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

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



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

都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 

财务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有利于优化拓展公司融资渠道，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并且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同

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外高桥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

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造成影响。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讨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进行上述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海外高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金融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5、《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