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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季度主要經營數據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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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二號——房地產（2020年修訂）》要求，特此公告公司2020
年第四季度主要經營數據如下：

1、2020年10-12月，公司房地產開發無新增土地儲備，同比無變化。
2、2020年10-12月，公司房地產項目開工面積164570.31㎡（上年同期無房地產項目開工）；公司房地產項目竣工

面積合計為398746.10 ㎡（上年同期無房地產項目竣工），按權益口徑計，公司房地產項目竣工面積合計為311937.50
㎡。

3、2020年10-12月，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合計1,174,933,117.09元（同比減少13.79%），其中銷售收入
807,226,125.87元（同比減少14.06%），租賃收入340,096,204.25元（同比減少11.34%），酒店公寓收入
27,610,786.97元（同比減少30.79%）。

4、2020年第四季度末，公司主要租賃物業的可出租面積/套數如下：

分類 可出租面積/套數
住宅 277215.65㎡
廠房、倉庫 699288.46㎡
研發樓 400501.63㎡
辦公樓 52542.88㎡
商業 105921.13㎡
酒店公寓 1056套

5、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公司實質控股100%的子公司）開發的臨港碧雲壹零項目（備案名：
碧雲藝林秋漣苑）全部房源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全部售罄，去化率100%；2020年度結轉面積約28112.45㎡、結轉
收入金額80,722.61萬元，期末待結轉面積約1431.23㎡。

6、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公司實質控股100%的子公司）開發的碧雲尊邸項目（備案名：碧雲
翠林苑）第一批預售房源160套（暫測建築面積合計約43756.06㎡，不含地下部位）於2020年4月開盤預售。截至2020
年12月31日，已全部售罄，本批次去化率100%；全部未結轉，期末待結轉面積約43756.06㎡。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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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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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本次董事會會議通知和材料於2021年4月5日以電子郵件、電話通知等方式發出，並於2021年4月15日，在浦東新區

新金橋路27號18號樓101會議室，以現場結合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的董事人數8人，實際出席會議的董事
人數8人，其中以通訊表決方式出席會議的人數1人。獨立董事陸雄文教授因本職教學工作而以通訊表決方式出席會議。
本次會議由董事長王穎女士召集並主持。除副總經理戴紅女士因出差未列席外，全體在任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本次
會議。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表決情況
（一）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經營工作總結及2021年經營計劃》。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中，公司《2021年經營計劃》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分別審議通過《關於公司2020年末資產檢查情況的報告》、公司《2020年度財務決算》。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議案中，公司《2020年度財務決算》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度利潤分配預案》：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登記的總股本為基數，當年度向全體

股東按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3.00元（含稅）；無資本公積金轉增方案。詳見公司於2021年4月17日披露的《2020年度利
潤分配方案公告》（編號：臨2021-009）。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分別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公司《2020年度社會責任

報告》。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議案中，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五）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分別審議通過《關於同意公司運用閒置資金投資低風險理財產品的議案》、《關於同意

公司擇機減持部分金融資產的議案》、《關於同意公司參與上海市場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網下申購業務並擇機拋售的議
案》。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六）採用特別決議審議通過《關於同意子公司向新金橋物業增資的關聯交易議案》，同意子公司與公司控股股東

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向上海新金橋物業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增資，均以現金方式按出資比例各自認繳，按出資
比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本次增資金額人民幣436.5萬元。

本項議案表決時，非關聯董事8人參加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七）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關於債務融資及對外擔保的議案》。詳見公司於2021年4月17日披露的《關於

2020年度對外擔保執行情況及2021年度對外擔保預計的公告》（編號：臨2021-010）。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八）分別審議通過公司《2021年度財務收支預算》、《關於續聘2021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

案》。續聘審計機構的具體內容詳見公司于于2021年4月17日披露的《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編號：臨
2021-011）。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議案均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九）採用特別決議審議通過《關於向金橋集團轉讓T21地塊通用廠房的關聯交易議案》。詳見公司於2021年4月

17日披露的《關聯交易公告》（編號：臨2021-012）。
本議案表決時，非關聯董事8人參加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十）分別審議通過《關於延長公司參加土地競買授權期限的議案》、《關於投資建設29/30-02地塊改擴建項目的

議案》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十一）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關於增加公司經營範圍並修改公司章程相關條款的議案》。詳見公司於2021

年4月17日披露的《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編號：臨2021-013）。
表決結果：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十二）分別審議通過公司《「十四五」發展戰略和規劃》、《董事會2020年度工作報告》、《關於召開2020年

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年度股東大會召開通知另行公告。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議案中，《董事會2020年度工作報告》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上網公告附件
（一）公司獨立董事關於關聯交易、續聘審計機構的事前認可意見
（二）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本次會議相關事項的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三）公司章程草案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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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第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特別提示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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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本次監事會會議於2021年4月16日，以現場會議表決方式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的監事人數4人，實際出席會議的

監事人數4人。本次會議由監事會主席沈曉明先生召集。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表決情況
（一）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年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二）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2021年度預算收支預算報告》、《2020年度利潤分配報

告》、《2020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關於公司2020年末資產檢查情況的報告》、《關於續聘2021年度財務報告
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報告》、《關於債務融資並提供擔保的報告》。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三）審議通過《關於向金橋集團轉讓T21地塊通用廠房的關聯交易報告》、《關於投資建設29/30-02地塊改擴建

項目的報告》、《關於同意子公司向新金橋物業追加投資的關聯交易報告》。
表決結果均為：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四）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三、上網公告附件
無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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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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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30元
●本次利潤分配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登記的總股本為基數，具體日期將在權益分派實施公告中明確。
●在實施權益分派的股權登記日前公司總股本發生變動的，擬維持分配總額不變，相應調整每股分配比例，並將另

行公告具體調整情況。

一、利潤分配方案內容
經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審計，2020年度公司合併報表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110,776萬元，母

公司本部淨利潤23,676萬元，提取法定盈餘公積2,368萬元、任意盈餘公積1,184萬元，分配投資者2019年度紅利34,795
萬元，截止2020年末，合併報表歸屬於母公司股東可供分配的利潤為560,623萬元，母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潤為406,792萬
元。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2020年度擬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登記的總股本為基數分配
利潤。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擬向全體股東按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3.00元（含稅）。按2020年末總股本1,122,412,893股為分配基數，總計
分配33,672萬元，占當年度公司合併報表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110,776萬元的30.40％，剩餘未分配利潤373,120
萬元結轉下一年度；當年度公司無資本公積金轉增方案。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期間，公司總股本發生變動的，公司擬維持分配總額不變，相應
調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後續總股本發生變化，將另行公告具體調整情況。

對B股股東派發的現金紅利，按照股東大會決議日的下一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對人民幣的中間價折算。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公司履行的決策程序
2021年4月15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公司《2020年度利潤分配預案》，表決結果是：同

意8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詳見公司於4月17日披露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公告（編
號：臨2021-007）。該預案將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公司的獨立董事認為，公司依據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制訂的該預案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2020–2022年度股東回報規劃》的要求，體現了公司堅持持續、穩定及積極的現金分紅政策，充分重視對投資者的合
理投資回報，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得到充分維護。對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公司的獨立董事均表示同意。

三、相關風險提示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審慎考慮了公司目前行業情況、發展階段、自身經營模式、盈利水平以及資金需求等因素，符合

公司《2020-2022年度股東回報規劃》，不會對公司經營產生重大影響，不會影響公司持續經營和長期發展。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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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2020年度對外擔保執行情況
及2021年度對外擔保預計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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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度對外擔保預計為：包括財務報表合併範圍內的公司之間的擔保，餘額上限不超過人民幣53.80億

元，被擔保的主債僅限金融機構貸款，包括但不限於銀行授信、銀行貸款、銀團貸款等。
●本擔保預計事項無反擔保。
●沒有發生對外擔保逾期違約事件。

一、2020年度對外擔保執行情況
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本部與全資、控股子公司之間的對外擔保發生額合計約人民幣3.42億元（具體情況見

下），期末餘額合計10.46億元。另外，公司子公司在商品房預（出）售時，為購房者向其借款銀行提供擔保，發生額合
計9.08億元，期末餘額合計10.78億元。公司本部及下屬子公司沒有為系統外企業提供擔保。

2020年5月，公司為全資子公司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聯合發展有限公司分別向浦東發展銀行、建設銀行提供擔保，
發生額合計約人民幣4.02億元。2020年5月，公司實質控股100％的子公司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提前
歸還借款銀行的借款後，公司不再為其向農業銀行提供擔保，發生額人民幣﹣0.60億元。

二、2021年度對外擔保計劃
為滿足經營發展需要，公司2021年度對外擔保預計為：公司（含下屬子公司）因向金融機構借款（包括但不限於

銀行授信、銀行貸款、銀團貸款等）而提供擔保，總額不得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即人民幣53.80億
元），以及單筆擔保金額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10%；對外擔保主要限於財務報表合併範圍內的公司之間，以及
在商品房預（出）售時，為購房者向其借款銀行提供的擔保，不得為財務報表合併範圍外的公司提供擔保；董事會授權
公司董事長實施，有效期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

三、擔保合同的主要內容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預計2021年新發生的擔保尚未與銀行等相關方簽訂擔保合同或協議，實際擔保金額將以實際簽署

並發生的擔保合同為準。

四、董事會意見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關於債務融資並提供擔保的議案》，並授權公司董事

長實施，有效期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

五、獨立董事意見
獨立董事認為：公司對2021年內的債務融資及提供擔保的安排，是為了確保公司及下屬子公司經營發展需要，減少

財務風險。對此，我們均表示同意。

六、逾期擔保的數量
沒有發生對外擔保逾期違約事件。

七、備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
2、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相關事項的專項說明及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21-011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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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聘任的會計師事務所名稱：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一、擬聘任會計師事務所的基本情況
（一）機構信息
1、基本信息
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以下簡稱「眾華所」）成立於1985年9月，是在上海註冊的中國大型會計師

事務所之一，原名上海眾華滬銀會計師事務所，1993年起從事證券服務業務。2013年12月轉制為特殊普通合夥事務所，
並更名為：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註冊地址：上海市嘉定工業區葉城路1630號5幢1088室
2、人員信息
眾華所首席合夥人：陸士敏
上年度末合夥人數量：44人
上年度末註冊會計師人數：331人
上年度末簽署過證券服務業務審計報告的註冊會計師人數：293人
3、業務規模
2019年度業務收入（經審計）：45,723.40萬元
2019年度審計業務收入（經審計）：38,673.72萬元
2019年度證券業務收入（經審計）：13,042.76萬元
2019年度上市公司審計客戶家數：62家
2019年度審計的上市公司所屬主要行業：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

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等。
2019年報上市公司審計收費：6,035.62萬元
同行業上市公司審計客戶家數：4家
4、投資者保護能力
眾華所自2004年起購買職業保險，不再計提職業風險基金，職業保險年累計賠償限額2億元，相關職業保險能覆蓋

因審計失敗導致的民事賠償責任。
5、誠信記錄
近三年眾華所未受到刑事處罰；行政處罰、行政監管措施和自律監管措施的概況：
(1) 刑事處罰：無
(2) 行政處罰：2次。
(3) 行政監管措施：9次
(4) 自律監管措施：無
(5) 3名從業人員近三年因執業行為受到行政處罰，12名從業人員受到監督管理措施
（二）項目成員信息
1、2021年度擬簽字註冊會計師（項目合夥人）：嚴臻
執業資質：中國註冊會計師
是否從事過證券服務業務：是
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勝任能力：是
從業經歷：2003年成為註冊會計師，2003年開始從事上市公司審計業務，2000年開始在眾華所執業，2006

年開始為本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現為眾華所合夥人，曾為華建集團（600629）、萬業企業（600641）、浦東金橋
（600639）、海得控制（002184）、匯麗B（900939）、西藏珠峰（600338）、上海鳳凰（600679）等多家上市公司
提供財報審計、內控審計等各項專業服務。

兼職情況：無
2、2021年度擬簽字註冊會計師：龔立誠
執業資質：中國註冊會計師
是否從事過證券服務業務：是
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勝任能力：是
從業經歷：2015年成為註冊會計師，2006年開始從事上市公司審計業務，2006年開始在眾華所執業，2006年

開始為本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現為眾華所授薪合夥人，曾為萬業企業（600641）、浦東金橋（600639）、海得控制
（002184）及匯麗B（900939）等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財報審計、內控審計等各項專業服務。

兼職情況：無
3、質量控制覆核人
姓名：馮家俊
執業資質：中國註冊會計師
是否從事過證券服務業務：是
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勝任能力：是
從業經歷：1996年成為註冊會計師，1994年開始從事上市公司審計業務，1994年開始在眾華所執業，現為眾華所

合夥人。2013年開始負責眾華所重大審計項目的質量覆核工作，近三年覆核上市公司審計報告累計22家。擔任同濟科技
（600846）、耀皮玻璃（600819）、浦東金橋（600639）、萬業企業（600641）、全築集團（603030）、華平股份
（300074）、興森科技（002436）、環能科技（300425）等上市公司審計的質量控制覆核人。

兼職情況：無
3、獨立性
眾華所不存在違反《中國註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對獨立性要求的情形。
擬簽字註冊會計師嚴臻、龔立誠，質量控制負責人馮家俊不存在違反《中國註冊會計師職業道德守則》對獨立性要

求的情形。
4、審計收費
經雙方協商，2021年度財務報告審計費用115萬元（含稅）、內控審計費用35萬元（含稅），合計人民幣150萬元

（含稅）。（此審計費用的審計範圍同2020年度，如遇審計範圍調整，雙方另行協商後確定）
本期審計費用定價原則是，根據項目的繁簡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條件和工時、實際參加項目的各級別工作

人員配置等因素綜合確定。
2020年度審計收費情況中財務報告審計費用、內部控制審計費用分別為103萬元（含稅）和30萬元（含稅），合計

人民幣133萬元（含稅）。

二、擬續聘會計事務所履行的程序
（一）審計委員會的履職情況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第10次會議對《關於續聘2021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進行了初

審，認為眾華所具備證券期貨相關業務的審計從業資格，具備為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經驗和能力。在為公司近年來
提供財務報表審計和內部控制審計的過程中，眾華所勤勉盡責，堅持獨立的審計原則，客觀、公正、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財務狀況，認真履行了審計機構應盡的職責，從專業角度維護了公司及股東的合法權益，能夠滿足公司未來年度審計工
作要求，能夠獨立對公司財務狀況及內部控制狀況進行審計。

（二）獨立董事的事前認可情況和獨立意見
1、獨立董事事前認可意見
依據《關於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

則》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證券交易所自律規則及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公司的獨立董事已於會前獲得並審閱了
《關於續聘2021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及相關材料。基於獨立客觀判斷的原則和立場，公司的獨立
董事認為眾華所具備相應的執業資質、能力和獨立性，在綜合考慮了綜合實力、規模、審計質量、服務收費及完成審計
報告的時間等因素後，同意繼續聘請眾華所為公司2021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對上述議案予以事前認
可，同意將上述議案提交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

2、獨立董事獨立意見
鑒於眾華所具備證券期貨行業相關業務的審計從業資格，具備為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經驗和能力，近年來為公

司提供的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審計工作完成情況良好，且願意繼續為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眾華所具備相應的執業資質、
能力和獨立性，在綜合考慮了綜合實力、規模、審計質量、服務收費及完成審計報告的時間等因素後，公司的獨立董事
同意續聘眾華所為公司提供 2021年度財務報告審計服務與內部控制審計服務，公司相關審議程序的履行充分、恰當。

（三）董事會的審議和表決情況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以8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關於續聘2021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

制審計機構的議案》，同意續聘眾華所為公司提供2021年度財務報告及內部控制審計服務，審計服務費合計不高於150
萬元（含稅。此審計費用的審計範圍同2020年度，如遇審計範圍調整，雙方另行協商後確定）。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會計師事務所事項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自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21-012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聯交易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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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風險：
關聯方資信狀況良好，支付能力可信，本次關聯交易壞賬損失風險很小。
●關聯交易回顧：

過去12個月，即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期間，公司及全資、控股子公司與同一關聯方（包括其全資、控股子公
司）累計已發生的關聯交易的金額合計26,601,141.25元人民幣。

一、關聯交易概述
公司擬向控股股東——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橋集團）轉讓位於金藏路366號的T21地塊通用廠房

（建築面積合計28162.64㎡），轉讓價格不低於浦東新區資產評估管理中心備案的評估結果，並進場交易。
本次關聯交易不會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鑒於金橋集團是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股票554,081,457股，占總股本49.37%；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的規定，本次交易構成了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
除本次關聯交易（合同金額預估約人民幣2.7億元）外，過去12個月內，即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期間，公司及全

資、控股子公司與同一關聯人（即金橋集團及其全資、控股子公司）累計已發生的關聯交易的金額未達到3000萬元，亦
未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5%。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關聯方金橋集團是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股票554,081,457股，占總股本49.37%。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1、關聯方：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6308788384
企業名稱：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國有獨資）
法定代表人：沈能
註冊資本：332286.006500萬人民幣
成立日期：1997年12月02日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金橋路28號
經營範圍：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再生資源回收（不含固體廢物、危險廢物、報廢汽車等需經相關部門批准

的項目）、加工（限分公司經營），第三方物流服務，倉儲（除危險化學品），商務信息咨詢，投資興辦企業，保稅，
經營和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公司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對銷貿易和轉口貿
易，進料加工和「三來一補」，國內貿易（除專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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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聯方2020年度主要財務指標（經審計）：2020年末資產總額1,687,940.54萬元、淨資產508,227.32萬元、營業收
入9,198.72萬元、淨利潤17,389.76萬元。

2020年8月，上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對關聯方的主體信用進行了跟蹤評級，結果為AAA，評級展望
為穩定。

關聯方金橋集團作為公司發行「13金橋債」（代碼：122338.SH）的保證人，在發行期間，其主要財務指標、資信
情況均在公司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的相關章節中予以披露，投資者可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上查閱。

三、關聯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一）交易標的
1、交易的名稱和類別：銷售產品、商品。
2、權屬狀況說明：銷售產品、商品的物權歸屬公司，產權清晰，不存在抵押、質押及其他任何權利限制的情況，

不涉及訴訟、仲裁事項，未被採取查封、凍結等司法措施。
3、交易標的運營情況的說明
T21號地塊通用廠房（以下簡稱「項目」）位於金藏路366號，東至金藏路，南至美亞金橋能源公司，西至馬家濱，

北至金三支路，臨近公司在建的17B-06地塊商辦項目（暫名金橋壹中心超高層項目）。本項目用地性質為工業，土地使
用期限至2049年12月16日，本項目佔地面積為35517㎡，建築面積為28162.64㎡，包括三幢主體二層局部三層的鋼混結
構建築物、一幢一層門衛室，以及相關圍牆、變電站、玻璃房及連廊等構築物。

4、截至2020年12月底，本項目的賬面原值89,504,623.31元（經審計）。
（二）關聯交易定價方法
本次關聯交易的轉讓價格不得低於浦東新區資產評估管理中心備案的評估結果。評估工作目前尚未完成。本次關聯

交易的定價方法遵循了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證券交易所自律規則和公司章程、《關聯交易管理制度》的規定，
對公司的中小股東無明顯利益損害，應屬公允、合理。

四、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履約安排
轉讓合同尚未簽署。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公司的影響
實施本次關聯交易，據初步測算，將給公司帶來淨利潤約為8,348萬元，收益良好（具體金額以經審計後的數據為

準）。關聯方金橋集團資信狀況良好，支付能力可信，多年來主體信用評級結果均為AAA，評級展望均為穩定；因此，
公司認為，合同款項無法收回的或有風險很小。

六、該關聯交易的審議程序
本次關聯交易經全體獨立董事事前認可後提交董事會審議。2021年4月15日，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第十次

會議初審通過。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進行審議。表決時，非關聯方董事8人參加表決，
無關聯董事參加表決。表決結果：同意8票、反對0票、棄權0票。本次董事會會議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了本次關
聯交易。全體獨立董事分別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和獨立意見（詳見附件）。

同日，公司召開第九屆監事會第十次會議進行審議。表決時，非關聯方監事4人參加表決，無關聯監事參加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4票、反對0票、棄權0票。本次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本次關聯交易。

本次關聯交易公司已由有關部門批准，評估報告尚需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備案。

七、需要特別說明的歷史關聯交易（日常關聯交易除外）情況
除本次關聯交易（合同金額預估約人民幣2.7億元）外，過去12個月內，即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期間，公司及全

資、控股子公司與金橋集團（包括其全資、控股子公司）之間發生關聯交易28次，累計金額合計26,601,141.25元人民
幣。

上述關聯交易有25次屬於物業服務合同，3次屬於零星工程施工合同，均正常履行，沒有對上市公司產生負面影
響。

八、上網公告附件：
公司獨立董事對本次關聯交易發表的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21-013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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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日常經營所需，公司擬在經營範圍中增加「停車場（庫）經營管理」，並對公司章程相關條款進行如下修改：

修改前 修改後
第十四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在
依法取得的地塊上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銷售、出租
和中介（含僑匯、外匯房）；物業管理；市政基礎設施
建設，工程承包和建築裝潢；保稅倉庫、倉儲運輸；服
裝、家電、辦公用品、日用百貨的批發；娛樂業、餐飲
旅館業（僅限分支機構）、出租車；轉口貿易和各類咨
詢（涉及許可經營的憑許可證經營）。

第十四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在依法取得的地塊上從
事房地產開發、經營、銷售、出租和中介（含僑匯、外匯房）；物業管理、
停車場（庫）經營管理；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承包和建築裝潢；保稅倉
庫、倉儲運輸；服裝、家電、辦公用品、日用百貨的批發；娛樂業、餐飲旅
館業（僅限分支機構）、出租車；轉口貿易和各類咨詢（涉及許可經營的憑
許可證經營）。

第一百二十六條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行使以下資產處
置權：
……

第一百二十六條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行使以下資產處置權：
……
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中、小類行業範圍內變更經營範圍，中、小類的條
目、名稱和範圍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最新版本為準。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它條款不變。
本次修改及相關變更登記、收費許可等具體事宜授權公司總經理全權辦理，變更內容最終以公司登記機關核准為

準。
上述修改內容需要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公司代碼：600639、900911 　　　　　　　　　　　　　　　　　　　　　　　　　公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年度報告全文，為全面瞭解本公司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規劃，投資者應當到上

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媒體上仔細閱讀年度報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3. 公司全體在任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4. 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5. 經董事會審議的報告期利潤分配預案或公積金轉增股本預案
公司以實施權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登記的總股本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按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3.00元（含稅），總計分

配33,672萬元，佔當年度公司合併報表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110,776萬元的30.40％；無公積金轉增股本方案。本
利潤分配預案尚需提交股東大會批准。

二、公司基本情況
1. 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浦東金橋 600639 不適用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金橋B股 900911 不適用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嚴少雲 　
辦公地址 上海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7號18號樓3樓 　
電話 021-50307702 　
電子信箱 jqir@shpdjq.com 　

2. 報告期公司主要業務簡介
（一） 公司所從事的主要業務和經營模式
公司主要從事上海金橋產業園區及碧雲國際社區的開發、運營和管理，包括工業、辦公、科研、住宅、商業地產項

目的投資建設，並提供後續出租、出售、管理和增值服務。公司主營業務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逐步從園區集成開發商
向新興城區開發運營商轉型。公司採取租售結合、以租為主、招投孵聯動的經營模式。

（二）行業情況說明
2020年上半年，房地產信貸政策中性偏積極，多省市在土地出讓環節和房地產交易環節助力市場復甦。但下半年伴

隨著市場過熱，央行設置「三道紅線」以及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作為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倒逼
房企去槓桿、降負債，同時多城調控政策加碼升級。

從上海來看，近期系列樓市調控新政疊加推出，嚴格執行住房限購和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貫徹執行房住不炒的原
則。從浦東新區看來，隨著2020年啟動建設「金色中環發展帶」以及實施「倍增行動」計劃，一大批重大工程、重點項
目相繼開工，浦東迎來「十四五」期間發展新亮點。

上海產業園區因受全球疫情爆發、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等因素影響，整體表現不佳。隨著政府對沖疫情的各項政策在
二季度顯現成效，下半年市場逐步回暖，四季度淨吸納量環比大幅增長，超過疫情前2019年第四季度的淨吸納量水平。
隨著經濟進一步復甦，需求逐漸增長，未來市場或將繼續回暖。

3. 公司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3.1 近3年的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減(%) 2018年

總資產 30,030,121,056.40 24,604,970,339.26 22.05 20,346,942,067.33
營業收入 3,593,224,862.65 3,352,382,770.97 7.18 2,761,458,409.8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107,762,338.53 1,084,927,315.30 2.10 977,112,266.0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046,001,560.76 1,060,355,499.27 -1.35 897,036,269.9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10,760,016,913.70 9,925,466,587.94 8.41 8,838,070,832.86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268,397,247.59 -1,367,303,202.63 　 -475,242,26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69 0.9666 2.10 0.8705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9869 0.9666 2.10 0.870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10.67 11.62 減少0.95個百分點 11.25

3.2 報告期分季度的主要會計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212021年年44月月171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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