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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0         股票简称：隧道股份       编号：临 2015－005 

债券代码：122032         债券简称：09隧道债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工程分包形成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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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股份”）就目前存在的，与控股股

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及其他《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方之间的工程分包形成的持续

性关联交易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隧道股份《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工程分

包形成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作为关联方董事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公司已于

2015年4月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了该议案，3

名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以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通过，并将提交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及其他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

上将回避表决。  

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工程分包形成的关联交易公司是必需

的，同意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并发表专项意见：公司2014年度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预计的合理范围之内，对201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的预计和定价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循公开、公正、公

平的原则进行的，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2015

年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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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 

 5、监事会于2015年4月9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了该关联交易事项，监事会认为：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定价

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的，表决程

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 

城建集团及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部分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等资质的关联方（以下简称“关联方”）与隧

道股份在对外参加建筑工程总承包竞标时，存在关联方将中标的工程

以市场价格与隧道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分包的行为。2014

年度，隧道股份与城建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因工程相互分包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126,385.99万元，占隧道股份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4.99%，相比去年下降3.69个百分点，通过资产重组减少关联交易的

目标进一步得以实现。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

式及决策程序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25,887.18 24,522.58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9,366.85 

南京铁隧轨道交通配套工程有

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109.47 3,746.23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176.73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901.99  

上海沪嘉高速公路实业有限公

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1,563.88  

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6.25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271.91  

上海隧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324.14  

上海市市政工程材料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36.88 56.00 

上海浦东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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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方式及决策程

序 

本期金额 

（万元） 

上期金额 

（万元）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22,755.47 37,058.46 

上海益恒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7,367.40 13,155.93 

上海益欣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5,265.80 31,129.96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4,502.50 12,770.23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7,898.87 7,780.83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蠡湖有限

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23,946.04 13,538.61 

上海城建博远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7,877.32 20,518.50 

上海黄山合城置业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40.38 

上海益翔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12,643.86 27,314.42 

上海城建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20.13 

南京铁隧轨道交通配套工程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51.00 1,472.89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3.00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15.98  

上海沪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579.17  

上海高架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240.48  

上海申嘉湖高速公路养护管

理有限公司 
材料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327.74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1,632.90  

上海物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60.00  

上海隧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603.85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318.03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1.15 89.52 

 

2、交易金额： 

根据建筑市场的发展趋势，预计2015年度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企业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29.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列：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方式及决策程

序 

2014 年度预

计情况 

2014 年度实

际汇总情况 

2015 年度预

计情况 

预计总金额 

（万元） 

实际总金额 

（万元） 

预计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接

受劳务情况 
工程分包 市场化招投标 50,000.00 3,992.99 50,000.00 

 材料采购 市场化招投标 50,000.00 26,305.44 50,000.00 

 接受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5,000.00 0 5,000.00 



 4 / 6 
 

出售商品 /提

供劳务情况 

接受工程分

包 
市场化招投标 60,000.00 22,755.47 60,000.00 

 施工总包 市场化招投标 120,000.00 72,055.00 120,000.00 

 销售 市场化招投标 5,000.00 906.91 5,000.00 

 提供劳务 市场化招投标 5,000.00 370.18 5,000.00 

合计： / / 295,000.00 126,385.99 295,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城建集团持有隧道股份1,366,449,080股，

占隧道股份总股本的43.46%，是隧道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因此城建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与隧道股份构成关联关系。 

1、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1965年，长期从事软土地层水底公路、地铁隧道和市

政、交通、能源大型地下工程施工及勘察设计，具有建设部颁发的市

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以及隧道、轨道交通、勘察和测量

等设计甲级资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隧道股份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

路957号，注册资本129,865.9332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焰，经营范

围为建筑业，土木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隧道、市政、建筑、公路及

桥梁、交通、消防、地基与基础、建筑装修装饰、拆除工程，自有房

屋租赁，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外经贸部批准的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机械及机电设备生产、安装、租赁，汽修，本系

统货运，附设分支机构。 

2、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成立于1996年11月，截至2014年12月31

日，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蒙自路 654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34,397.0247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志强。 

城建集团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统一经营集团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城建集团是以工程建设总承包为龙头，房地产开发经

营为依托，商贸实业开发相配套的具有各类工程的建设、设计、科研、

施工、材料生产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商贸实业等综合功能的大型企

业集团。城建集团凭借经验丰富的科技人才、精良的先进装备和雄厚

实力出色地参与并完成了上海市政府重点实事工程一百余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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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环线高架道路、南北高架路、延安路高架、南浦大桥、杨浦大

桥、地铁一、二号线、明珠线轻轨、合流污水治理一期、二期、打浦

路隧道、延安东路越江隧道、外环线、浦东国际机场等，先后有1000

余个单项工程被评为优良工程，其中获国家金质奖3项，另有几十项

工程获得“鲁班奖”、上海市“白玉兰奖”和上海市市政工程金奖

等。 

3、城建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 

企   业   名   称 与隧道股份的关系 

上海市政工程材料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新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集团）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益恒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益欣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利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城建置业无锡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黄山合城置业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驰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市政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江桥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自来水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浦东供排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上海水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同受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该类日常经营活动导致的关联交易内容包括隧道股份向关联方

提供或接受劳务，以及工程施工需要的原材料供销。 

资产重组完成后，城建集团原下属的具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子

公司已进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但由于城建集团下属房建工程及工程

施工原材料供销与隧道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劳务分包及材料采

购等；同时，资产重组前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将持续至合同执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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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故在一定时期，仍存在日常经营活动导致的关联交易。 

根据城建集团2011年6月15日出具的《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城建集团及下属企业将尽可能

减少与隧道股份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隧道股份承接或提供给关联方的分包工程，即隧道股份向关联方

提供或接受劳务，该工程分包所形成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市场经济的原

则和规则，双方订立分包合同，该等合同包括支付条件、双方责任等

明确条款，并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故意调控价格的

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此类分包有利于本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

得更多的收益，该行为是持续存在并且合理的。公司工程分包的关联

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每年都持续发生的，公司对该关联交易一

贯遵循了诚实信用以及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是公平合理

的，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