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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界龙实业     编号：临 2020－026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建设工程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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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

赖，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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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度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建设工程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并决定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时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表示认可，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20

年度建设工程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因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就关联交易进

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其代表的一票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因此，在关联方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的2名本公司董事沈伟荣、龚忠

德回避并不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表决结果为：同意

票6票，占有效表决票的100%；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出席公司第九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

事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合

法。公司《2020年度建设工程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在相关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后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6票，占有效表决票的100%；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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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0票；反对票0票。本次会议对关联交易的表决结果有效。同时，本次会议所审

议的建设工程业务承揽及房屋租赁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以合同价、市场价等相结合

的定价原则进行，为此该交易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因涉及交易金额较大，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

关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2019 年

预计金

额 

关联人 

2019年实

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预计金额与

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建设

工程业务 

30,000 
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 
5,979.33 79 

部分建设工

程业务关联

方未中标 

向关联人

提供房屋

租赁 

1,500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83.97 

9  

上海芳甸御龙湾商务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771.92 

上海界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20.89 

上海界龙真味加食品有限公司 1.96 

小计 878.74 

接受关联

人提供房

屋租赁 

500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97.84 

 

23 

 

上海界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182.52 

上海界龙真味加食品有限公司 15.83 

上海佳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7.80 

小计 303.99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

预 计 金

额 

2020 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19 年 实

际发生金额 

2020 年预计金额

与 2019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提供建设

工程业务 

上海界龙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15,000 1,306.41 5,979.33  

向关联人

提供房屋

租赁 

上海界龙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 

300 70.37 878.74 

2020 年转让了部

分以租赁业务为主

的子公司 

接受关联

人提供房

屋租赁 

上海界龙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

企业 

1,000 135.08 303.99 

2020 年转让了部

分以租赁业务为主

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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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

权。 

该公司前身为上海界龙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于1993年11月成立。2009年7月

更名为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永德；住所：上海市浦东新

区川沙新镇界龙二路610号2幢；截止本公告日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

其中：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90%；上海界

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10%。该公司主要从事房

屋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钢

筋建设工程作业，混凝土建设工程作业，脚手架建设工程作业，模板建设工程作

业，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建筑五金、卫生洁具的销售，房屋租赁等业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9,712.46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5,327.6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6,686.1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8.90万元（未经审计）。 

2019年度该公司承接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业务发生额为人民币

5,979.33万元。 

（二）、上海芳甸御龙湾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88%股

权。 

该公司于2012年6月成立；法定代表人：费屹立；住所：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杨高中路2112号东区1-3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其中：上海

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64万元，占股份总额的88%；上海盛态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出资15万元，占股份总额的5%,上海英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出资15万元，

占股份总额的5%，自然人朱玉喜出资6万元，占股份总额的2%。该公司主要从事

酒店管理，健身服务，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餐饮服务等业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17.7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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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8,982.8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771.0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023.81万元（未经审计）。 

2019年度该公司承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房

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771.92万元，目前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三）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80,468,652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27.23%。 

该公司前身为上海界龙发展总公司，2001年更名为上海界龙发展有限公司，

2008年更名为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费钧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49.5613万元，其中：上海界龙投资管理中心出资人民币242.3988万元，占股

份总额的11.83%；费钧德等24个自然人出资人民币1,807.1625万元，占股份总额

的88.17%。该公司主要从事照相制版，纸箱，纸盒及纸制品，包装用品，资产管

理，国内贸易等业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96,053.11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11,782.7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4,187.7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702.84万元（未经审计）。 

2019年度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承租该公司房

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97.84万元，目前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2019年度该公司承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及

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房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83.97万元，目前租金已全

部支付完毕。 

（四）上海界龙真味加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8%股

权。 

该公司于2009年8月成立；法定代表人：费屹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

万元，其中：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88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48%；   

费屹立出资1,92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32%，费屹豪出资48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

8%，费钧德出资48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8%，任端正出资24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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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该公司主要从事食品流通，烟草专卖零售，食用农产品，日用百货等业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313.77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7,898.4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563.8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78.69

万元（未经审计）。 

2019年度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柒壹壹壹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承租该公司房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15.83万元。 

2019年度该公司承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房

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1.96万元，目前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五）上海界龙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

权。 

该公司于1995年10月成立；法定代表人：费屹立；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

周公路界龙大道398号1幢；注册资本为257.20万美元，其中：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192.9万美元，占股份总额的75%；香港文英国际有限公司出资64.3万美

元，占股份总额的25%。该公司主要从事糖果、巧克力食品、饼干、佐餐调料、

糕点、果酱、豆沙、月饼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房地产经纪服

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79.9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376.80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37.18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万元（未

经审计）。 

2019年度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

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承租该公司房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182.52万元，目前

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2019年度该公司承租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外贸界龙彩印有限公司房

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20.89万元，目前租金已全部支付完毕。 

（六）上海佳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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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该公司于1996年4月成立；法定代表人：杨永清；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

沙镇川环南路1049弄58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50万元，占股份总额的100%。该公司主要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

询，停车场库经营，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建筑五金、卫生洁具、水道零件、百

货的销售，住房租赁经营，绿化养护，房屋维修等业务。 

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36.06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50.5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00.99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58万元（未

经审计）。 

2019年度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界龙联合

房地产有限公司承租该公司房屋租金发生额为人民币7.80万元，目前租金已全部

支付完毕。 

（七）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其

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

股权。 

该公司于1993年10月成立；法定代表人：费屹立；住所：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杨高中路2112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700万元。该公司主要从事出

版物印刷、包装印刷、其他印刷（以上凭许可证经营），纸制品加工、包装材料

生产，印刷器材、纸张、油墨销售，广告设计、制作，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会务服务，收费停车场，从事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等业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432.34万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4,122.07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5,024.5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242.02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

日其持有本公司27.23%股份）有关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

公司已足额收到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款 ，该公司已完成工

商变更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成为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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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为1年）

委托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

承包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的建设工程总业务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2、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为1年）

向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出租房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上海

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为1

年）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出租房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确认以上两项交易均以合同价、市场价等相结合的定价原

则进行实施。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与关联方代表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界龙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关于2020年度建设工程业务的协议书》及《关于2020

年度房屋租赁业务的协议书》。 

协议双方在《关于2020年度建设工程业务的协议书》中约定：乙方（上海界

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承诺2020年其承包甲方（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建设工程业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即2020年度乙方承揽上海界龙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业务总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国家及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招投标。交易价

格的确定方式为市场价和协议价，市场价是指以市场价为基准确定的商品或劳务

的价格及费率，协议价是指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切的市场参考价时，可经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本协议的履行期限为壹年，即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

年12月31日止，乙方可在每年年度承包总额内承接甲方相应建设工程业务。双方

具体业务往来中，按照单笔业务所涉合同所确定的内容执行，但2020年度每年的

业务发生额不得违反本协议双方约定的年度承包总额。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

协议由甲方代表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乙方代表上海界龙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签章后成立，经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



 8 

大会批准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对甲乙双方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均有约束力。 

协议双方在《关于2020年度房屋租赁业务的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本公司

及下属企业）承诺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为1年）其向乙

方（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出租房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乙方承诺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时间为1年）其向甲方出租房

屋租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为市场价和协议价，市场

价是指以市场价为基准确定的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及费率，协议价是指当交易的商

品或劳务没有确切的市场参考价时，可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本协议的履行

期限为壹年，即从2020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甲乙双方可在年度租金

总额范围内出租相关房屋。双方具体业务往来中，按照单笔业务所涉合同所确定

的内容执行，但2020年度每年的业务发生额不得违反本协议双方约定的年度租金

总额。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由甲方代表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乙方代表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签章后成立，经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对甲乙双方下属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均有约束力。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建设工程业务 

公司关联方上海界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建设工程业务并具有一

定规模的建筑公司，公司通过对外公开招投标途径接受该公司提供的建设工程业

务，且双方长期合作，形成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对公司控制成本，优化资源

配置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房屋租赁业务 

由于关联方所处地理位置为公司提供生产经营及仓储服务具有优越性，因此

为了有利于公司正常、持续的生产经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房屋租赁业务不可避

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

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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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