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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於2020年8月
3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應參與表決董事5人，實際參與表決董事5人。會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所作
決議合法有效。會議形成如下決議：

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增資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佳章置業」）註冊資本金由人民幣500萬元增加至人民幣

505,833萬元，其中公司現金出資人民幣353,733.1萬元，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現金出資人民幣151,599.9萬元。
本次增資事項完成後，佳章置業各股東方持股比例維持不變。

在上述投資額度範圍內，董事會授權法定代表人簽署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合同、協議等文件。
本次關聯交易出資雙方均按持股比例並以現金方式增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0.2.7條的規

定，本次關聯交易申請豁免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關規定完成相關豁免程序。
全體獨立董事簽署了《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

及《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的獨立意見》，認為本次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增資
旨在從資金層面為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提供支持，促進其經營業務的可持續發展，保證其正常推進項目開發，目標明
確，具有可行性。且本次關聯交易出資雙方均按持股比例並以現金方式增資，在審議本項議案時，關聯董事迴避了表
決，本事項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

本項議案為關聯交易，詳見專項公告《關於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增資暨關聯交易公告》（編號：
臨2020-033）。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4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5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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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增資

暨關聯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交易內容：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與關聯方—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陸家嘴集團」）按持股比例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佳章置業」）以現金方式進行
增資，其中公司持有佳章置業70%股權，出資人民幣353,733.1萬元；陸家嘴集團持有佳章置業30%股權，出資人民幣
151,599.9萬元。本次增資完成後，佳章置業的註冊資本金將由人民幣500萬元增加到人民幣505,833萬元，股東雙方持
股比例不變。

●交易性質：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但不構成重大資產重組。
●審議程序：本次關聯交易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2020年第三次臨時會議、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

時會議審議通過。本次關聯交易金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但由於本次關聯交易出資雙方均按持
股比例對標的公司以現金方式進行增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0.2.7條的規定，本次關聯交易可申
請豁免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關規定完成相關豁免程序。

●關聯交易回顧：過去12個月內，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東陸家嘴集團之間發生的關聯交易，詳見後文。

一、關聯交易概述
為滿足佳章置業的業務發展需要，公司與陸家嘴集團按持股比例共同對佳章置業以現金方式進行增資，其中公司持

有佳章置業70%股權，出資人民幣353,733.1萬元；陸家嘴集團持有佳章置業30%股權，出資人民幣151,599.9萬元。本
次增資完成後，佳章置業的註冊資本金將由人民幣500萬元增加到人民幣505,833萬元，股東雙方持股比例不變。

陸家嘴集團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
指引》的相關規定，陸家嘴集團為公司的關聯法人，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名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二）註冊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06713C
（三）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浦東大道981號
（四）法定代表人：李晉昭
（五）註冊資本：人民幣235,731萬元
（六）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七）經營範圍：房地產開發經營，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投資咨詢，實體投資，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

資產管理經營、信息。
截至2019年末，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合併報表中的總資產為人民幣16,300,837.80萬元，歸屬於母公司所

有者權益合計為人民幣2,636,437.12萬元，2019年度營業總收入為人民幣1,895,310.98萬元（經審計）。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公司名稱：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
（二）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5MA1K4JWX4D
（三）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世博村路231號2單元3層328室
（四）成立日期：2020年06月17日
（五）法定代表人：周偉民
（六）註冊資本：人民幣500萬元
（七）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外商投資企業與內資合資)
（八）經營範圍：許可項目：各類工程建設活動；房地產開發經營。（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

可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文件或許可證件為準）一般項目：物業管理；停車場服務；園林綠化工
程施工。（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九）股權結構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股東名稱 認繳出資額 持股比例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50 70%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150 30%
總計 500 100%

（十）主要經營情況
2020年7月，佳章置業以人民幣491,100萬元競得了上海市浦東新區前灘地區Z000801單元54-01地塊的國有建設用

地使用權。
上述地塊的具體情況和規劃指標詳見下表：

地塊名稱 四至範圍
土地用途

和
出讓年限

土地總面積
(平方米)

容積率

前灘地區Z000801單元54-01地塊

東至耀龍路
南至春眺路
西至晴雪路

北至高青西路

居住用地70年
辦公樓50年

教育用地50年
25,782.3 3.33

四、關聯交易目的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佳章置業所開發的地塊位於前灘國際商務區。前灘國際商務區規劃有「總部商務、文化傳媒、體育休閒」三大核心

功能，目標建設成為全球城市中央活動區的示範區、世界級濱水區的樣板區、黃浦江核心段的標誌區。該地塊的開發有
助於公司進一步參與前灘國際商務區的開發建設，符合公司堅持深耕浦東的發展目標，也是公司持續提升城市中心和城
市副中心開發、建設和營運能力的積極舉措，有助於提升公司項目儲備，推進公司主營業務發展。

本次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增資旨在從資金層面為佳章置業提供支持，保證項目開發順利推進。
本次增資不會對公司資產及損益情況構成重大影響，不會導致公司合併報表範圍發生變化，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

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本次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本次關聯交易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2020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及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審議

通過，其中董事會表決情況如下：4名關聯董事迴避表決，5名非關聯董事一致同意本次關聯交易，全體獨立董事簽署了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及《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
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的獨立意見》，認為本次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增資旨在從資金層面為上海佳
章置業有限公司提供支持，促進其經營業務的可持續發展，保證其正常推進項目開發，目標明確，具有可行性。且本次
關聯交易出資雙方均按持股比例並以現金方式增資，在審議本項議案時，關聯董事迴避了表決，本事項符合有關法律、
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符合證監會的監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

本次交易構成了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的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金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
但由於本次關聯交易出資雙方均按持股比例對標的公司以現金方式進行增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
10.2.7條的規定，本次關聯交易可申請豁免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關規定完成相
關豁免程序。

本次關聯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六、歷史關聯交易情況
（一）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 2014 年第二次臨時會議審議，同意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上海智依投資有限公司以認

購新辰投資新增註冊資本的方式，增資入股該公司，出資金額為人民幣 2.4 億元，股權比例為 20%，並同比例配置股東
貸款。經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同意新辰投資先行償還公司人民幣 1.04 億元委託貸款。同時，公司在同
等額度和條件下，向新辰投資的全資子公司——上海陸家嘴新辰臨壹投資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幣 1.04 億元委託貸款。經公
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同意公司向新辰投資提供委託貸款餘額展期，展期金額為人民幣0.96億元，展期期限
不超過 2.5 年，貸款利率為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上浮10%。新辰投資的其他各方股東按同比例對新辰投資委託貸款餘
額進行展期。2019 年末，新辰臨壹已將到期委託貸款人民幣 1.04 億元全部償還。截至 2020 年 7月 31 日，新辰投資獲
得本公司委託貸款餘額為人民幣0.96億元。2020 年 1-7月，公司收到新辰投資支付的利息人民幣266.84萬元，貸款利率
5.225%。（詳見公告臨 2014-026、臨 2015-027、臨 2019-046）

（二）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以及 2018 年年度股東大會、第八屆董事 會第八次會議以及 2019 年年度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公司及其全資和控股子公司計劃 2018 年年度股東大會表決通過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
前日、2019年年度股東大會表決通過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前日，接受控股股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
公司貸款餘額不超過人民幣 120 億元，並在該額度內可以循環使用。截至2020年7月31日，公司及其全資和控股子公司
實際接受控股股東貸款餘額人民幣94.6億元，貸款利率3.915-4.75%，本年度1-7月，發生利息總計人民幣12,543.33萬
元。（詳見公告臨2019-013、臨2019-020、臨2020-006及臨2020-015）

（三）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與控股股東陸家嘴集團按持股比例共同對上海東翌置業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東翌置業」）以現金方式進行增資，其中公司持有東翌置業60%股權，出資人民幣120,000萬元；陸家
嘴集團持有東翌置業 40%股權，出資人民幣80,000萬元。本次增資完成後，東翌置業的註冊資本金將由人民幣750,000
萬元增加到人民幣950,000萬元，股東雙方持股比例不變。截至2020年7月31日，已完成工商變更登記。（詳見公告臨
2020-019）

七、備查文件目錄
（一）《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
（二）經獨立董事簽字的《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

書》；
（三）經獨立董事簽字的《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對上海佳章置業有限公司進行增資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四日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經濟復甦勢頭強勁，7月財新中國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超預期升至52.8，高於上月1.6個百分點，創2011年1月以

來最高增速，生產和需求加速擴張，出口下滑放緩至今年2月以來最低。專家表示，

局部疫情反彈不改國內整體向好的大趨勢，就業和外需的疲弱需引起重視。

數據顯示，國內疫情形勢總體向好，復產復工進
一步推進；局部地區疫情雖有所反覆，並未對

經濟復甦全局產生影響。經濟持續恢復背景下，製造
業供需兩旺，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雙雙錄得2011
年初以來最高增速。許多企業表示市況進一步從疫情
中恢復，客戶需求增強。

料未來一年產出超目前水平
與此同時，新增出口業務下滑速度放緩至近6個月
來最低，但受海外疫情影響，仍連續第7個月處於收
縮區間，顯示外需依然疲弱。
儘管生產和需求加速改善，但製造商在7月份繼續
壓縮用工，就業指數連續七個月處於收縮區間，不過
降幅為今年以來最低。企業反映，用工規模收縮主要
是因為減員增效及員工離職後未填補空缺。
業界普遍樂觀預期，未來12個月產出會超過目前
水平。企業看好增長前景，是因為預期市況與需求將
繼續從疫情中復甦。
調查還顯示，通脹壓力抬頭，企業反映投入品價格
和產出價格均較大幅度上升。7月製造業平均投入成
本穩步上揚，據反映，成本上升主要是原料漲價所
致。製造商因此相應上調產品價格，出廠價格指數在
上月微擴張基礎上大幅改善，為2018年8月最高。

料原材料市場價格續回暖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預計，原材料市場價格

繼續回暖，市場需求的恢復對於價格亦有拉動，後續
工業品價格PPI將進一步回升。
王喆表示，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穩步恢復，官方
數據顯示二季度經濟增長明顯好於預期，顯示出經濟
的強勁韌性。財新中國製造業PMI分項數據中，外
需與就業仍不樂觀。一方面，海外疫情的反覆令出口
繼續承壓；另一方面，在經濟較為困難的時期，企業
優先考慮通過壓縮成本改善盈利，「需求擴張、生產
擴張、就業收縮」的組合已經連續數月出現，就業的
持續改善還需要企業有更長時間和更強的信心度，相
關政策支持必不可少。

第三季GDP料有望恢復去年同期
國家金融與發展研究室副主任張平則指出，中國

疫情防控和經濟復甦取得積極變化，但海外疫情持
續蔓延，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任務不減，一些需
要人員聚集的服務性行業和重點人群面臨較大困
難，有針對性地對重點行業和人群加以幫扶仍是下
一階段工作的重點。同時，在疫情衝擊之下，保護
主義、逆全球化可能以更大程度、更多形式展現，
美對華挑起的經貿摩擦向其他領域蔓延的可能性上
升。
國家金融與發展研究室最新季度報告預測，如果疫

情不發生大反彈，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速有望恢復
到2019年同期6.0%的水平，第四季度達到6.3%，全
年實現增長2.6%，好於世界銀行1%的預期。

成功控疫 奠經濟復甦基礎
經受住新冠疫情的「壓力測試」，中國

經濟從低谷迅速復甦。自1月份疫情爆發，
中央採取迅速有力措施，短短6周內將每日
新增病例降到100宗以下，在海外疫情加重
時率先控制住境內疫情蔓延，隨後分區域

分行業有序推動復工復產。目前本土新增病例維持在極低
水平，除一些重點地區和行業外，居民生產生活基本恢復
正常，主要經濟指標回升。

有力的疫情防控為經濟復甦帶來先機。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的中國經濟，下半年有望將繼續向好，市場樂觀預
計三四季度經濟增長有望重回6%左右。

應對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呈現新的特徵，出口行業的競
爭力表現出強大的應變能力和韌性，疫情後「數字化生

存」導致部分經濟需求永久減少，但
同時，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活動
迅速填補並支撐經濟回升。從各地方

經驗看，城市管理越精細、疫情防控越有效、新經濟越
活躍的地區及城市，經濟復甦步伐越快。

目前海外疫情仍蔓延，全球經濟面臨深度衰退，尤其
美國疫情嚴峻，經濟大幅衰退，特朗普在民調中支持率
落後，「中國牌」成「救命稻草」。中美經貿關係惡
化，美國在外交、科技、地域政治等領域對華採取強硬
措施挑起衝突。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在刺激國內需求
的同時繼續吸引外資、穩定國際貿易的「雙循環」戰
略。一方面，中國正值技術進步、產業及消費升級、城
市化等重要關口，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
經濟領域，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同步甚至領跑，這些都將
是疫後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潛在動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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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灣中國統一聯盟
原副主席、 知名學者王曉波7
月30日因病逝世，國台辦已於
當日表達哀悼。昨日，國台辦
新聞發言人馬曉光評價其在兩
岸關係發展中的作用時表示，
王曉波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祖
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
業。「他的崇高信念和愛國情
懷將激勵兩岸同胞為完成祖國
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而不懈奮鬥。」
馬曉光表示，台灣中國統一

聯盟原副主席王曉波先生因病
醫治無效，於2020年7月30日
逝世，中央台辦、國台辦再次
表達沉痛悼念。
「王曉波先生是忠誠的愛

國主義者，台灣同胞的傑出
代表，台胞愛國統一陣營的
傑出領袖和理論家、社會活
動家。」馬曉光稱，王曉波

生於革命烈士之家，矢志不
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
決反對「台獨」， 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不
懈追求社會進步和公平正
義，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祖
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
業。「他的崇高信念和愛國
情懷將激勵兩岸同胞為完成
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
馬曉光表示，當前，台海形

勢複雜嚴峻。他再次強調，
「台獨」是一條走不通的絕
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是歷
史大勢、民心所向，任何人任
何勢力都無法阻擋。他指出，
所有愛國統一力量都將銘刻在
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豐
碑上，所有「台獨」分裂勢力
都將淹沒在國家統一、民族復
興的歷史洪流中。

逾百台生參江蘇實習營就業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2020台灣大學生江蘇實習就業特訓營暨青春
南京行——第五屆寧台大學生青春修煉營」3
日在南京台灣青年創業學院開營，其中100餘
名台生和台青將在南京開始歷時26天的實習。
多名台生表示，希望通過實習得到鍛煉和提
升，並為未來在大陸尋求工作機會積累經驗。
此次特訓營活動主題為「手拉手 心連心 創
未來」，覆蓋江蘇省各設區市。其間，各地將
舉辦「我眼中的江蘇」徵文攝影微視頻大賽，
「五進」（進企業、進園區、進基地、進社
區、進家庭）體驗活動、就業崗位招聘等一系
列主題活動和分場活動，提供配套貼心服務。

「冀通過交流讓台生了解大陸」
江蘇省台辦副主任李衛華表示，今年特訓營
活動將進一步擴大活動受益面，面向在大陸高
校就讀台生，在蘇工作、創業、生活的台灣青
年和台商二代，江蘇籍陸生，在蘇兩岸婚姻家
庭的青年等群體，創新拓展崗位實習、遊學研

習、就業講習3個板塊，開展豐富多彩的主題
活動，提供更加貼心配套的服務。
為了參加此次特訓營活動，台生錢志璿提前

從台北飛抵上海，隔離14天後再趕到南京。他
說，自從2014年跟隨爺爺和爸爸來過南京後，
就對這座文化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得
到參加這次特訓營的機會非常緊張又期待。
「今天自己踏出這一步，真是太好了。」錢志

璿表示，希望在特訓營活動中和其他學員一起去
挑戰、去突破、去學習、去成長，砥礪共進，成
就更好的自己。目前學習藥學的他希望未來能在
大陸考取中醫藥方面的研究生，畢業以後再留在
大陸工作。
在南京中醫藥大學就讀中醫內科學研究生的

台生魏嘉蓉，也希望畢業後能留在南京工作。
在爸爸的鼓勵下，魏嘉蓉2013年考取南京中醫
藥大學五年制本科，2018年又考取研究生，目
前一邊學習，一邊在江蘇省中醫院實習。
「希望通過交流讓更多台灣學生了解到大陸的

好，可以促進兩岸之間的和平關係。」這位年輕

的女生說，自己來大陸之前也曾對大陸缺乏了
解，但到南京讀書以後感覺非常好，「就像第二
個家的感覺，要是以後留在這裏工作更好。」

大陸創業成功率比台灣高
此次活動得到了台灣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

支持。南京市台協會會長、南京銀杏湖農業觀
光休閒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銘田寄語參加特訓營
的台生和台青，共同為兩岸大學生的相互了解
和交流，寫下新的一頁篇章。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南寶樹脂（中國）有

限公司董事長孫德聰則指出，今年上半年受新冠
疫情的衝擊，全球各大經濟體開始下滑，唯獨大
陸二季度實現正增長。可見大陸的市場和消費體
量龐大，台灣青年前往大陸工作或創業，成功的
機率遠比台灣要高。
據悉，自2017年以來，江蘇省已連續成功舉

辦了3屆「台灣大學生江蘇實習就業特訓營」
活動。3年來，江蘇面向台灣地區青年發布了
3,200多個優質實習崗位，涵蓋金融、科教、
文創、製造、物流、醫藥等30多個領域，吸引
了2,100多名台灣學生參加，深受廣大台灣青
年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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