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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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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能否被确定为最终投资人存在不确定性。若
其参与增资，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海七建
实业有限公司无其他关联交易。

 本项交易标的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上海建工”）下属全资子公
司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七建集团”）拟参与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
司（简称“七建实业”或“标的企业”）的增资扩股。标的企业采用公开挂牌的
方式，广泛征集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挂牌底价为标的企业的评估价值，增资 51%
股权金额不低于 35190.863363 万人民币（约为公司 2016 年度末净资产的
1.53%）。增资扩股完成后，新投资人占七建实业 51%股权，原股东（上海建七实
业有限公司，简称“建七实业”）占七建实业 49%股权。
本项投资的标的七建实业及其股东建七实业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建工（集
团）总公司（简称“建工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七建集团增资七建实业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7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拟参与
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公
司 8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就本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

本项交易双方为七建集团和建七实业。其中七建集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交
易对方建七实业由公司控股股东建工总公司控制，为公司关联方。交易各方关联
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30.19%
10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建七实业有限公司

100%
100%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拟增资
51%

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
（增资标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上海建七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友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 17 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22951462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建筑机械及结构件修造和租赁，建筑材料、木材、钢
材、百货、五金交电的销售，房地产业务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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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 年期末，建七实业（母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度或期末

资产总额

净资产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0,146.91

9,500.39

1,523.42

5,747.2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七建实业 51%股权。标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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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周友明
注册资本：25,1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5FL0A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439 号 1716 室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清洁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设计与施工，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建筑材料、装饰装潢材料、保
温隔热材料、防水防漏材料、陶瓷制品、五金交电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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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实业为建七实业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5,100 万元，其中：以七建大厦房产评估价格作价出资 24,756 万元，人民
币现金出资 344 万元。目前，七建实业主要资产为七建大厦，以经营管理七建大
厦为主要业务。
七建大厦坐落于宜山路 439 号。所在地块东至光启城，南近中山西路，西至
宜山路，北至光启城，沿宜山路设出入口。大厦外部墙面部分石材贴面，塑钢窗，
房屋类型为商业办公楼，钢混结构，总高 17 层，竣工于 1999 年，总建筑面积
20,822.77 ㎡。不动产产权证包括：沪 2016 徐字不动产权第 007712 号权属性质
为国有，用途为办公，建筑面积 11087.1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2065 年 3 月；沪
2016 徐字不动产权第 007713 号权属性质为国有，用途为商业办公，建筑面积
9735.67 平方米，使用期限至 2048 年 1 月。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七建实业的基本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6年或期末

2017年1-5月份或期末

营业收入

-

10,971,574.45

利润总额

-122,268.71

5,740,016.35

净利润

-122,268.71

4,305,012.26

资产总额

258,073,231.29

264,014,675.08

负债总额

7,195,500.00

8,831,931.53

250,877,731.29

255,182,743.55

所有者权益

上述 2016 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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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5 月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依照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
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经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
法评估，考虑委估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经营特点及其主要资产特性，评估报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结论如下：
按资产基础法，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七建实业总资产评估值
为 346,940,348.59 元，负债评估值为 8,831,931.53 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值为 338,108,417.06 元，评估增值 82,925,673.51 元，增值率 32.50%。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其中：固定资产净额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
1,964.80
24,436.66
23,965.12
471.54
26,401.46
883.19

评估价值
1,964.80
32,729.23
32,257.69
471.54
34,694.03
883.19

883.19
25,518.27

883.19
33,810.84

增减值

增值率％

8,292.57
8,292.57

33.93
34.60

8,292.57

31.41

8,292.57

32.50

七建实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由固定资产评估增值构成，主要增值原
因系近年来房屋市场价格的提高导致房屋建筑物类评估增值。
（三）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采用公开挂牌的方式广泛征集符合条件的投资人，以标的企业的股
权评估价值为挂牌底价。增资标的企业 51%股权，金额不低于 35190.863363 万
人民币。若产生多名合格意向投资人，按照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最终投资人和增
资价格。
（四）本次交易所涉债权债务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至评估基准日，标的企业资产中无抵押、
担保、涉讼、或有负债等可能影响评估结果的重大事项。
四、关联交易履约安排
若七建集团被确定为增资人，七建集团将根据招投标约定与建七实业签署增
资协议，计划于 2017 年底前完成本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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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业务扩张，七建集团需要新增更多办公场所，而七建集团现有的一些办
公场所比较分散，且某些基地存在市政动迁的可能。七建实业拥有的七建大厦是
稳定、优质的集中办公场所。因此，控股七建实业，可以为七建集团的发展储备
必要的办公用房。
此外，控股七建实业可以为七建集团新增物业经营业务，为其持续发展提供
支撑。七建集团可以通过对标的企业加强管理，拓展业务领域，盘活资产，进一
步提高七建实业的资产收益水平。目前，商业办公类房屋的总体价格水平不高。
位于市区中心区域的七建大厦资产价格比较合理，未来有升值空间。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利益，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交易所需资金对公司现金流影响不显著。由于商业办公
类房屋的市场价格和出租经营收益易受未来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影响，因此本项
投资的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六、本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项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下列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挂牌的方式，广泛征集符合条件的
投资人，挂牌底价为标的企业的评估价值。提供评估服务的中介机构具有资产评
估资格和证券业务资格。未发现交易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子公司拟参与上海七建实业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7〕第 0214 号）
（三）
《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6 年度）》
（信会师报字【2017】
第 ZA22096 号）
（四）《上海七建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2017 年 1-5 月）》（瑞华沪专审字
【2017】第 31170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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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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