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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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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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臨時會議於2020年9月
9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應參與表決董事9人，實際參與表決董事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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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申請註冊發行中期票據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公司向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申請註冊額度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發行期限不超過10年

的中期票據，並在註冊有效期內擇機發行。
董事會授權公司經營管理層具體辦理本次中期票據註冊、發行的有關事項，並授權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與本次中期

票據註冊、發行相關的全部和各項合同、協議及文件。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二、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的議案》
經董事會審議，同意公司與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陸家嘴集團」）共同出資設立上海東袤置業

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的名稱為準），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億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為30%，認繳出資
額人民幣30億元；陸家嘴集團持股比例為70%，認繳出資額人民幣70億元。註冊資金根據項目進展及業務發展情況出資
到位。

同意公司和陸家嘴集團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提供股東借款，借款期限不超過半年，借
款年利率為提款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公司提供的股東借款金額不超過人民幣9億元。

在上述額度範圍內，董事會授權法定代表人簽署與上述交易相關的文件、協議。
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雙方均以現金出資，且按照出資額比例確定雙方在所設立公司的股權比例，根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0.2.7條的規定，該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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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東袤置業提供股東借款的金額未達到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5%。該事項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全體獨立董事簽署了《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及
《獨立董事關於同意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的獨立意見》，認為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
司有助於整合利用雙方優勢，謀求參與上海市浦東新區新一輪高質量發展的機會，確保未來新興產業的導入始終有可持
續發展的空間資源，從而進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續經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雙方均以現金方式出資，且按照出資額比例確
定雙方在所設立公司的股權比例。公司向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提供股東借款是為了保證其經營與投資發展的合理資金
需求，不會對公司資產及損益情況構成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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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關聯方共同投資並提供股東借款暨關聯交易公告》（編號：臨202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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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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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與關聯方共同投資並提供股東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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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出資設立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袤置業」）（暫定名，具體以工
商登記為準），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億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為30%，認繳出資額人民幣30億元；陸家嘴集團持股比
例為70%，認繳出資額人民幣70億元。公司和陸家嘴集團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提供股東借
款，借款期限不超過半年，借款年利率為提款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公司提供的股東借
款金額不超過人民幣9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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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臨時會議、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五次

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事宜的出資金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但
由於出資雙方均以現金出資，且按照出資額比例確定雙方在所設立公司的股權比例，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第10.2.7條的規定，該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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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東袤置業提供股東借款的金額未達到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5%。該事項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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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謀求發展空間資源，為可持續發展創造積極條件，公司與控股股東陸家嘴集團以現金方式出資共同設立

東袤置業，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億元。其中，公司持股比例為30%，認繳出資額人民幣30億元；陸家嘴集團持股比例為
70%，認繳出資額人民幣70億元。

同時，為保證東袤置業經營與投資發展的合理資金需求，公司和陸家嘴集團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其提供股東
借款，借款期限不超過半年，借款年利率為提款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公司提供的股東
借款金額不超過人民幣9億元。

陸家嘴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本次交易構成了上市公司與控股股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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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方名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號/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132206713C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浦東大道 981 號 
法定代表人：李晉昭 
註冊資本：人民幣 235,731 萬元 
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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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標的及交易的主要內容
公司名稱：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暫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的名稱為準）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人民幣100億元
擬定經營範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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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方式：均以現金出資，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履行出資義務。 
股東名稱、擬定出資額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東名稱 出資額 出資方式 持股比例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億元 現金 30%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70億元 現金 70%
合計 100億元 100%

同時，為保證東袤置業經營與投資發展的合理資金需求，公司和陸家嘴集團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向其提供股東
借款，借款期限不超過半年，借款年利率為提款時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公司提供的股東
借款金額不超過人民幣9億元。

四、本次交易目的及對公司影響
本次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事宜符合公司長期發展的戰略目標，有助於整合利用雙方優勢，謀求參與上海市浦東新

區新一輪高質量發展的機會，確保未來新興產業的導入始終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資源，從而進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續經營
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公司向東袤置業提供股東借款是為了保證其經營與投資發展的合理資金需求，不會對公司資產及損益情況構成重大

影響，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侵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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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及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五次臨時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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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書》及《獨立董事關於同意公司
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的獨立意見》，認為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有助於整合利用雙方優
勢，謀求參與上海市浦東新區新一輪高質量發展的機會，確保未來新興產業的導入始終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資源，進一
步提升公司可持續經營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雙方均以現金方式出資，且按照出資額比例確定雙方在所設立公司的股權比
例。公司向上海東袤置業有限公司提供股東借款是為了保證其經營與投資發展的合理資金需求，不會對公司資產及損益
情況構成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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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的出資金額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但由於出資雙方均以現

金出資，且按照出資額比例確定雙方在所設立公司的股權比例，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10.2.7條的規
定，該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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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向東袤置業提供股東借款的金額未達到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5%。該事項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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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審議，
經新辰投資各方股東協商，一致同意終止上述委託貸款餘額展期，按各自持股比例直接向新辰投資提供股東貸款，貸款
年利率為5.225%，貸款期限自原委託貸款餘額展期終止日起至2022年5月12日止（該到期時間與原委託貸款餘額到期時
間一致），公司提供的股東貸款金額為人民幣0.96億元。截至 2020 年8月31日，公司對新辰投資提供的委託貸款餘額
為人民幣 0.96 億元，貸款年利率 5.225%。2020年1-8月，上述交易發生利息總計人民幣 307.58 萬元。（詳見公告臨 
2014-026、臨 2015-027、臨 2019-046、臨20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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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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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7億元，貸款年利率3.915-4.75%，2020 年1-8月，發生利息總計人民幣15,026.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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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翌置業已於2020年7月完成工商變更登記。（詳見公告臨
2020-019）

（四）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20年第四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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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由人民幣500萬元增加到人民幣505,833萬元。截至2020年8月31日，佳章置業尚未完成工商變更登記。（詳見公告
20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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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臨時會議決議》；
（二）經獨立董事簽字的《獨立董事關於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議案的事前認可意見

書》；
（三）經獨立董事簽字的《獨立董事關於同意公司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公司並提供股東借款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九月十日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與何猷君經歷相似成密友
王嘉爾跨界合作闖電競圈

作為電競俱樂部的合夥人，對於電
競遊戲的了解，自然是非常重要

的。被問到平時愛玩什麼遊戲時，王嘉
爾笑稱粉絲都知道自己現在不怎麼玩遊
戲：「實際情況是我小時候很愛玩遊
戲，但玩的很差，所以才慢慢不打遊戲
了。」而這次嘗試，王嘉爾會盡自己所
能幫助V5電競俱樂部，以另一種方式
為電競業出一份力。
何猷君更現場表白好兄弟王嘉爾，稱
他對於自己、對於公司來說都有着重要
意義。王嘉爾則以合夥人的身份立下決
心，未來將重點關注V5電競俱樂部戰
隊成員的生活方式，以及長期競賽高壓
環境下的心理健康，並利用資源推動電

競的跨界合作。
能成為密友，大約是彼此經歷太過相

似。何猷君表示，自己與王嘉爾的共同點
很多。不僅出生在香港，也在人生的重要
階段作出了特別的選擇。當年的何猷君放
棄了繼續攻讀碩士的機會，拒絕了家裏的
事業，堅定地開始了電競創業。王嘉爾則
在備戰倫敦奧運會前，向父母坦白想要嘗
試不一樣的人生，決心去追逐自己的音樂
夢想。「我們義無反顧地踏上自己選擇的
路，『跨界』奮鬥直到現在，其中艱難的
過程太相似了。」
此次王嘉爾與何猷君的合作，並不是

一時興起，他們認認真真地聊了將近兩
年的時間。本場發布會前，王嘉爾還專

程去參觀了V5電
子競技俱樂部位於
深圳的戰隊主場。
王嘉爾說：「實際上，我和Mario
（何猷君）聊合作的階段是V5俱樂部
的低谷時期，讓我佩服的是，Mario
沒有逃避失敗，而是積極地改變
策略、堅持下去，這樣的態度
和精神感染了我。我也相
信，這次我們的跨界合
作，可以帶來不一樣
的東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

報道）近日，在大灣區電競產業戰略

合作發布會暨LPL深圳主場啟幕儀式

上，偶像團體GOT7成員王嘉爾作為

神秘嘉賓驚喜亮相。賭王之子何猷君

將具有旗下電競隊「V5電競俱樂部」

首個傳承意義的圍巾授予王嘉爾，正

式宣布王嘉爾成為俱樂部新合夥人。

鄭州派3千
萬電影優惠券迎「

百花」

■■ 王嘉爾笑稱粉王嘉爾笑稱粉
絲都知道自己現絲都知道自己現
在不怎麼玩遊在不怎麼玩遊
戲戲。。 胡永愛胡永愛攝攝

■■ 王嘉爾王嘉爾((右右))跨界成跨界成
為何猷君為何猷君((左左))電競俱電競俱
樂部的合夥人樂部的合夥人。。

胡永愛胡永愛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有台灣品

牌每年都會透過慈善特賣

會的活動，捐出所得落實

社會關懷，昨日舉行義賣

活動，請來品牌多年好友

林心如現身開幕記者會，

見林心如一身束腰連身裙

亮相，令近日的懷孕傳聞

不攻自破。

林心如束腰行善舉

■■
林心如
林心如

新華社電
2020年中國金雞百花

電影節暨第35屆大眾電影
百花獎將於9月24日至26日在河

南鄭州舉行。9日起，鄭州市開啟「觀
影惠民季」，通過多平台發放電影優惠券，

邀請市民走進電影院，喜迎「百花」。
鄭州市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本次活動由鄭州市

統籌安排1,500萬元，票務平台配套出資1,500萬元，共計
3,000萬元用於電影優惠補貼。

「觀影惠民季」活動是支持電影市場穩步復甦的重要舉措之一。目前，
鄭州市已有126家電影院恢復營業，佔比83.4%。鄭州市電影院全部採取網絡實

名預約、無接觸方式售票；實行交叉隔座售票，每場上座率不得超過50%；掃碼登記
觀眾信息入場檢查體溫，觀眾必須全程佩戴口罩，影廳內禁止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