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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财务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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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9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2018 年度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关联交易
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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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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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本
公司董事费屹立、沈伟荣、高祖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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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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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司第八届第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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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关联交易的议
案》在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 票，占有效表
决票的 100%；弃权票 0 票；反对票 0 票。本次会议对关联交易的表决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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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财务
资助，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且公司对该项财务
资助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为此该财务资助交易行为是公平、合理的，未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预 2017 年实
计金额
际发生金额

上海界龙集团
接受关联
有限公司
人财务资
上海界龙建设
助
工程有限公司
合计

0
15,000
1,000
15,000

单位：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2017 年度公司拆借部分
资金即可满足实际需求

1,000

注：以上 2017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2017 年末的实际拆借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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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关联人财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务资助
公司（及下属企业）
合计

2018 年
预计金
额

2018 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17 实际
发生金额

15,000

-1,000

1,000

15,000

-1,000

1,000

注：以上 2018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净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78,962,252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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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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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费钧德等 24 个自然人出资人民币 1,850.4008 万元，占
股份总额的 8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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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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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51,805.73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38,726.3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41,539.7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774.09 万元（未经
审计）。
2017 年度该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人民币 0 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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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持有本公司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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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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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9,515.77 万元，净资产
为人民币 5,777.9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5,444.37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567.15 万元（未经审计）。
2017 年度该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实际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18 年度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提供财务资助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财务资助方式为短期资金拆借，每笔期限不超过 1 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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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相应抵押或担
保。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8 年 3 月 22 日本公司代表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代表上海界龙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了《关于 2018 年度提供财务资助及融资担保服务的协议书》。协议双
方在协议书中约定：2018 年度乙方（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向甲
方（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财务资助，资助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包含人民币 15,000 万元）。乙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方式为短期资金拆借，每
笔期限不超过 1 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甲方无
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乙方提供的财务资助除收取相应拆借利
息外，甲方不承担其他费用。财务资助服务期限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单笔财务资助短期资金拆借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双方具体业务
往来中，按照单笔业务所涉合同确定的内容执行，但 2018 年度累计总金额及最
长拆借期限不得违反本协议双方约定的最大数额及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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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进行该项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加强本公司资金实际使用需求，减少
目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有效增强公司现金流。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向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财务资
助，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且公司对该项财务资
助无需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故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等未对本次交易
形成较大的依赖，本次交易也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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