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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48    股票简称  上海临港    编号：临 2021-028号 

900928             临港 B股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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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预计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

等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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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召开

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

计委员会委员发表了同意的书面确认意见，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袁国华先生、张黎明先生、杨菁女士、丁桂康先生、陆雯女士以及

关联监事徐斌先生、庄伟林先生、胡缨女士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此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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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20年实际金额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            278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          4,248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            46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支付租金 市场价            692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收到租金 市场价         10,835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2021年预计金额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 80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 7,10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 
20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支付租金 市场价 1,000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其他关联方 
收到租金 市场价 16,300 

2021 年度内，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决定，

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或由其授权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等法律文件。同时，公司管理层负责将该等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在年度

报告和中期报告中予以分类汇总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主要名单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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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能通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漕河泾综合保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凯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漕河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漕河泾人才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漕河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产业区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产业区公共租赁房建设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奉贤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海外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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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临港人才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松江漕河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新园雅致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东方智媒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金土环保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景鸿安全防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九亭复旦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同策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临港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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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4,169.498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袁国华 

主要经营范围：上海临港新城产业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房地产开

发经营，物业管理，市政基础设备开发投资，综合配套设备开发投资，兴办各类

新兴产业，货物仓储，投资项目的咨询代理，科技开发，受理委托代办业务（除

专项规定），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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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600号 12 号厂房 501室 

法定代表人：顾伦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综合配

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和建设，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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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凤阳路 8号（盐城市大丰区明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食品研发中心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王宝华 

主要经营范围：城镇区域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项目投资开发；市政基础设施、综合配套设施的投资、开发和建设；投

资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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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星路 7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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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黎明 

主要经营范围：园区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房地产经营；实业投资、

项目投资开发；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商务

咨询服务（除经纪）；会展会务服务；建筑工程总承包、设计、施工、安装、装

饰及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宾馆管理；餐饮企业管理；商场管理；

超级市场管理；汽车零配件经营及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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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漕河泾开发区能通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688号 

法定代表人：冯惠众 

主要经营范围：成品油经营，机动车维修，食品销售，汽车配件、日用百货

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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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 339号 1幢 13楼-566 

法定代表人：龚伟 

主要经营范围：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投资、建设、租赁经营管理。物

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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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6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509号 4幢 2楼 

法定代表人：凌晨 

主要经营范围：厂房、办公楼、宾馆、商场、俱乐部、仓储的管理，物业管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务咨询、劳务服务咨询，停车服务，会务、会展服务，

室内装潢设计咨询、电器安装、制冷设备安装、水电暖安装、机电设备安装、网

络布线、屋顶防水、建筑装潢、管道维修、工程机械维修、楼宇清洗、外墙粉刷、

中央空调清洗、建筑幕墙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装潢材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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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资咨询、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金属门窗工程，房屋修缮，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办公机械销售、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审图，保险专业代理、机动车驾驶

服务、绿化养护、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设计制作各类广告，房地产经纪，附

设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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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9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680号 

法定代表人：赖浩锋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空间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电子信息、生物技术（转基

因生物、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除外）、新材料、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自有房屋租赁，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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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上海漕河泾综合保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浦星路 789号 11#办公楼 101 室 

法定代表人：张黎明 

主要经营范围：园区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房地产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仓储服务，物业管理，商务咨询服务（除经纪），建筑工程总承包、设计、施工、

安装、装饰及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凭许可证件经营】 

（10）上海凯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李刚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除社会调查、社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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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民意测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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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上海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陆雯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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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上海临港漕河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91号 2号楼 601、602室 

法定代表人：江士强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网

络文化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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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企业营销策划，体育赛事策划，企业形象设计，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广告发

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房地产经纪，电脑图文设计、制作，

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公共关系服务，企业

登记代理，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餐饮企业管理，酒店管理，实

业投资，自有设备租赁，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物业管理，

清洁服务，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

意测验），投资管理，计算机网页设计，从事计算机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计

算机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通信设

备、机电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服装服饰、日

用百货的销售，市场营销策划，票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3）上海临港漕河泾人才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900号 1幢 0301部位 30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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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信超 

主要经营范围：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

推荐，人才招聘，人才培训，劳务派遣，会务服务，企业登记代理，保险兼业代

理业务（保险公司授权代理范围），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

理服务，从事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

系统集成，投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广告，健康咨询，

旅游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销售日

用百货、食用农产品、服装服饰、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文教用品、电子产品、

工艺品、化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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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上海临港漕河泾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兰路 228号 301室 

法定代表人：冯惠众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生态环境、农业科技、节能环保、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风景园

林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绿

化工程，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停车服务，房

屋租赁、花木蔬菜种植，绿化养护，盆景制作，餐饮企业管理(不含食品生产经

营)，花卉、宠物、园艺工具、盆栽、苗木、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牛、羊等家

畜产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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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上海临港产业区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 号国贸大厦

A-1038C 室 

法定代表人：孙贵华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兴建港口、码头，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

危险品），装卸搬运，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机械

设备租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凭许可资质经营），集装箱拆拼箱、修理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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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物流信息咨询（除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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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上海临港产业区公共租赁房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3,6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城路 2号 24 幢 1328室 

法定代表人：龚伟 

主要经营范围：临港产业区园区公共租赁房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物

业管理，停车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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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上海临港奉贤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3,3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2165弄 5号 232室 

法定代表人：龚伟 

主要经营范围：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的开发、建设、运营和管理，物业

管理，停车场（库）经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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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上海临港海外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9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938室 

法定代表人：顾伦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供应链管理，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物业管理，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会议及展览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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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上海临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李刚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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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除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文化办公用品、体

育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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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上海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3,517.8496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2幢 1

区 3061 室 

法定代表人：陈炯 

主要经营范围：临港科技创新区域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物业

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项目投资，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投资咨询（除

经纪），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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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上海临港人才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元南路 555 弄 1-60 号

1幢 212 室 

法定代表人：信超 

主要经营范围：为国内企业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会务服务，企业登记代理，

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

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人才推荐，人才招聘，人才培训，健康咨询（不得从事

诊疗活动、心理咨询）、旅游咨询，电子商务，商务信息咨询，日用百货、食用

农产品、服装服饰、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文教用品、电子产品、工艺品、化妆

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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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注册资本：142,487.289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900号 

法定代表人：张黎明 

主要经营范围：开发建设及举办各类企业，外贸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按章

程）；自营和代理国家规定的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开展“三来一补”，进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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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土地使用管理，房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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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 

注册资本：78,287.3997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258号 44 幢 313室 

法定代表人：叶敞 

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公司主管的工业区开发建设，市政基

础设施行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务咨询，自有房屋租赁（不得从事金融

租赁），物业管理，停车收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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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上海松江漕河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莘砖公路 258号 34幢 1901室 

法定代表人：郑章晓 

主要经营范围：发放贷款及相关咨询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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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上海新园雅致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万祥镇宏祥北路 83 弄 1-42号 20幢 F区 236 室 

法定代表人：查文俊 

主要经营范围：商务管理，酒店管理（除餐饮管理），物业管理，俱乐部（会

所）经营管理，便利超市经营管理，商业连锁经营管理，商务咨询，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停车场管理，会务服务，票务服务，百货，

纺织品的销售。瓶装酒零售、烟草零售、饭店、住宿、餐饮管理（限分支机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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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上海临港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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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网络科技，计算机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服务（除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自有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安防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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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上海临港科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号 C楼 

法定代表人：吴巍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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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上海东方智媒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388 号 3号楼 101-4室 

法定代表人：曹志勇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务咨询，会展

会务服务，文化艺术交流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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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上海临港金土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11幢 2236室 

法定代表人：许兴虎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建设工程设计；餐厨垃圾处理；消防技术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消毒器械销售；公路管理与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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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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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

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建筑废弃物再

生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家用电器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0）上海临港景鸿安全防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11幢 2138室 

法定代表人：何志红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安防设备科技、消防技术、计算机科技、自动化科技、

通讯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建筑

机电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安全防范工程，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

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楼宇自动化设备安装，计算机软件开发、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自有设备租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电子产品、制冷设备、家用电器、消防设备、安防设备、五金交电、照明

设备、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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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上海临港九亭复旦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心路 1158号 1幢 101室-8 

法定代表人：夏以农 

主要经营范围：在上海临港九亭复旦科技园内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房

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

务服务，仓储服务（除食品、危险品），市场营销策划，市政工程，室内外装潢

设计、咨询，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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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上海临港同策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岚丰路 1150号 1幢 301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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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春辉 

主要经营范围：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企业管理，自

有设备租赁，企业登记代理，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

作，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建筑建设工程施工，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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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上海临港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工业区明业路 88号 8幢 

法定代表人：范幼元 

主要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展览展示服

务，会展会务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品、除食品），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动漫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物业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工艺礼品、服装服饰、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文具的

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出版物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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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 号 22幢 

法定代表人：殷承良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智能科技、汽车科技、物联网科技、计算机信息、检测

科技、新能源科技、安防科技、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人才咨询，人才中介，职业中介，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企业管理

服务，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研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汽车用品、电子产品、

汽车配件、机器人、交通设施的批发、零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施工，大数据服务，

计算机数据处理，云平台服务，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政公用

建设工程施工，公路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机电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通讯建设

工程施工，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展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人力资源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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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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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各关联方间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

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司管理层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自

行决定与各关联方就经常性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议的具体时间，以确保日常经营

的正常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

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易。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此外，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

依赖该等日常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以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公司计划开展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所需，预

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公司计划开展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所需，预

计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先认可，相关议

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按规定进行了回

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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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同意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