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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2022-039 

债券代码：143743           债券简称：18公用04 

债券代码：175800           债券简称：21 公用 0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售后回租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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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着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融资租赁：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租人）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众万祥：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二级子公司） 

上海轶祥：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三级子公司） 

其中，大众企管、大众万祥、上海轶祥统称“承租人”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及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提供售后回租

服务。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累计2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没有与不同关联人进行过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2 年 11 月 14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拟与大众企管、大

众万祥、上海轶祥在上海签署《所有权转让协议》及《融资租赁合同》，大众融

资租赁提供总金额人民币 65,000,000 元（陆仟伍佰万元整）的融资租赁服务用

于受让承租人的部分出租车（含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租赁物，承租人同

时租回使用，并承担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费用等义务。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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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鉴于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杨国

平先生、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但未达到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

董事梁嘉玮先生、监事赵思渊女士同时兼任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 

1、企业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 7号 3幢 1层 S区 182室 

法定代表人：赵思渊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0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5 年 03月 10日 

主要经营范围：出租汽车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管理，投资管理，

物业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务服务，室

内装潢，经营出租车汽车业务，销售汽车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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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企管最近三年的业务：出租汽车营运，3 家专业 4S 店、7 家汽车修

理公司的汽车销售服务、酒店服务及房产物流等多家股权投资。 

3、关联方与本公司及大众融资租赁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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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总资产 2,198,817.89 

资产净额 72,415.14 

营业收入 11,310.17 

净利润 2,111.20 

 

关联方二： 

1、企业名称：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法定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 5252 号 

法定代表人：张汉俊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55.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1 年 12月 26 日 

主要经营范围：一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燃气汽车改装、维修）；

保险兼业代理（保险公司授权代理范围）；汽车配件、日用百货、五金零售；汽

车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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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众万祥最近三年的业务：机动车维修等。 

3、关联方与本公司及大众融资租赁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总资产 31,839.72 

资产净额 19,660.07 

营业收入 9,633.20 

净利润 1,588.35 

 

关联方三： 

1、企业名称：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 

法定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共和新路 5252 号 

法定代表人：张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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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7 年 4月 28日 

主要经营范围：质检技术服务；五金交电、建材、装潢材料、化工原料（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日用百

货、文化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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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轶祥最近三年的业务：经营汽车配件等。 

3、关联方与本公司及大众融资租赁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总资产 795.18 

资产净额 301.72 

营业收入 295.47 

净利润 -72.54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评估范围为评估对象涉及的120辆出

租车及配套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 

2、类别：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3、权属状态：在实施售后回租业务前，标的物归大众企管、大众万祥、上海

轶祥所有。标的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亦不涉及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租赁物评估净值为人民币8,847.48万元（人民币捌仟捌佰肆拾柒万肆仟捌

佰元整）（不含税）。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进行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委托上海众华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涉及的部分资产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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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为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 

2、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机构为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机构具有资产评

估资格（沪财企备案[2017]7号）及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财企 [2009]23号）。

按照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因拟进行融

资性售后回租所涉及的部分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2〕第0258号】，

评估范围是评估对象涉及的120辆出租车及配套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与委

托人委托评估时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其中上海大众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20辆出租车及配套营运证，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持有账面净值为39,273,148.33元的设备及辅助工程，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持有账面净值为5,981,874.30元的设备及辅助工程。 

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9月30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方法为成本

法、收益法。 

3、评估结论 

经评估，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的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847.48万元（人民币捌仟捌佰肆拾柒万肆仟捌佰元整）（不

含税）（具体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 9 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原值 评估净值 净值增值额 净值增值率（%） 

1 
车辆及营

运证 
1,320.00 1,233.07 1,255.75 3,196.02 1,962.95 159.19 

2 
设备及辅

助工程 
7,971.09 4,525.50 8,768.20 5,651.46 1,125.96 24.88 

 合计 9,291.09 5,758.57 10,023.96 8,847.48 3,088.91 53.64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根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与大众企管、大众万祥、上海轶祥签订

的《售后回租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约定如下： 

1、协议主体：大众融资租赁为出租人，大众企管、大众万祥、上海轶祥为

承租人。  



6 

 

2、租赁标的物：出租车（含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 

3、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 65,000,000（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整）。 

4、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为 36个月，自起租日起算。起租日为出租人支付租

赁物转让价款之日。 

5、租金：每期租金人民币 5,825,463.73 元（伍佰捌拾贰万伍仟肆佰陆拾叁

元柒角叁分，含本息），具体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准。 

6、租金支付方式：每季度末支付，共12期。 

7、租赁物的转让：承租人将自有租赁物出售给出租人，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

租赁物购买价款，同时承租人再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及其他应付款项。承租人自行承担其所选定的租赁物的全部责任和风险。在合同

条件全部满足后五个工作日内，出租人应向承租人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 

8、租赁物的交付与所有权转让：出租人按照本合同及其附件向承租人支付转

让价款之日，承租人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向出租人完成了租赁物的交付，租赁物所

有权从承租人处转移至出租人。 

9、违约责任：如有承租人未按时向出租人支付任何租金或其他款项的情形，

经出租人催告后，承租人仍未支付足额支付任何租金或其他款项的，出租人向承

租人收取逾期罚息。逾期罚息的计算方式为：自承租人中断或延迟履行支付义务

之日起至实际恢复履行支付义务之日止，以应付而未付的款项为基数，按每日千

分之一（1‰）计算逾期罚息，直至全部付清之日为止。出租人就逾期罚息可以

选择从承租人每次支付的款项中先行抵扣或另行扣收，也可以从客户保证金中抵

扣。由于承租人中断或延迟履行支付义务，给出租人造成损失的，出租人有权另

行向承租人主张损害赔偿。若承租人未按本合同约定补足保证金，承租人应就未

补足部分按每日千分之一（1‰）（自《补足保证金通知书》要求的补足期限届

满次日起至保证金实际补足之日止），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 

 

六、进行该项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子公司大众融资租赁扩大业务规模、增加稳定收益，

且承租方资质良好，本次融资租赁业务风险因素较小，租金回款能够得到保证。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本次关联交易，对承租人用于融资租赁业务资产的正常运营不会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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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且回购风险可控。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2年 11 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就上述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本公司董事长杨国平先生、执行董事梁嘉玮先

生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余 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公司 4 名独立董事

王开国、李颖琦、刘峰、杨平出具了事前认可的声明，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作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

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上海

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二级

子公司）、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三级子公司）开展出

租车（含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租赁物售后回租业务的有关资料，认为：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众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二级子公司）、

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三级子公司）开展出租车（含营

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租赁物售后回租业务将有利于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扩大业务规模、增加稳定收益，且承租方资质良好，本次融资租赁业务风险

因素较小，租金回款能够得到保证。 

（2）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3）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确

保本次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4）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

规定，独立董事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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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二级子

公司）、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三级子公司）开展出租

车（含营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租赁物售后回租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之前，公司已将本次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

的沟通，提交了相关交易文件，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方案切实可行，同意将有

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大众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众万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二级子公司）、

上海轶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系大众企管下属三级子公司）开展出租车（含营

运证）、设备及辅助工程等租赁物售后回租业务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董事

会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我们认为此次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5日 

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所有权转让协议》及《融资租赁合同》； 

（四）《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进行融资性售后回租所涉及的部分资产评

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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