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核心業務 

基建设施 

涵盖水务、公路、大桥和新边疆
业务。在上海市拥有三条收费公
路、杭州湾大桥及两个水务业
务平台，包括上实环境
(807.HK/BHK.SG)及中环水务。 
 

房地产 

涵盖物业开发、投资物业及物业
管理业务。旗下拥有两个房地产
业务平台包括上实发展
(600748.SSE) 及上实城开
(563.HK)。 

 

消费品 

拥有两家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南洋
烟草和永发印务，业务范围包括
烟草 - 旗舰品牌为   红双喜，
以及传统印刷包装业务及高端精
品纸浆模塑包装业务。 
 

免责声明 

本简讯中包含的信息由上海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SIHL”或 “公司”) 

编制，仅供参考。此类信息如有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该简讯并
非包含所有公司相关的重要信
息，对于此处包含的任何信息的
准确性、完整性或任何错误或遗
漏，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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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先生到上实

集团上海总部调研; 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罕见病药品

供应 
 
2019年4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先

生，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何维先生带领农工

党中央调研组，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及有效解决罕见病药品供应”的主题，到上海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实集团”)上海总部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机关、农工党上海市委、国家发改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负责人一起参加调研。上实集团董事

长沈晓初先生主持调研汇报会，上实集团总裁、上海医药

(601607.SH/02607.HK)董事长周军先生汇报了上实集团经营情况，

上海医药总裁左敏先生汇报了上海医药概况和孤儿药发展策略。 

 

陈竺先生指出，上海医药为我国人民健康事业和医药卫生事业发

展做出较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坚持基本药物和罕见病用药

的生产供应，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陈竺先生希望上实集团、上

海医药以人民为中心，从营商环境、经济学和市场角度进一步量

化测算，细化建议，为调研组提供参考。何维先生则指出，在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希望上海医药作为医药制造的领

军企业，能够在罕见病药品供应方面做出贡献，并实现共赢。何

维先生还希望上海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和使用政策方面进行有益

试点，为全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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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先生会见上实集团董事长沈晓初先生及总裁周军先生 
 

2019年4月12日，云南省委书记陈豪先生在昆明会见了赴滇学习考察的上实集团董事长沈晓初先

生，总裁周军先生一行。双方就加强优势对接，在生物医药、基础设施建设、康养服务、污水

处理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上实集团董事长沈晓初先生、总裁周军先生一行还与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云南白药控

股、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分别进行工作会谈，就基础设施建设、医药研发制造、清洁能源，以

及围绕“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推进国际化合作和沪滇企业共赢发展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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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初先生表示，我们将不忘初心，坚决贯彻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加快推进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健康的需要。目前生产的罕见病

药品，我们未来一定会继续做好生产和供应，这是

上实集团、上海医药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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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新闻(续) 

上实集团作为发起人成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目标规模人民币500亿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促进上海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月21日，经上海市政府同意，上

实集团作为发起人，与国泰君安、中国太保等举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签约仪式。

基金将通过立足沪港、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全球，重点投向符合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战略的关键领域，成为生物医药领域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综合性创新投资平台。 
 

上实集团董事长沈晓初先生表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成立后，上实集团作为本市

唯一一间总部在境外的国有企业，在投资方面要担当起主力军作用，聚集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优

势资源，助力本市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新研发中心和产品制造中心。上实集团总裁

周军先生表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总目标规模为人民币500亿元，首期规模人民

币100亿元，其中境内已成功募资人民币70亿元， 境外募资工作将随后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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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集团亮相中国环博会亚洲旗舰环保展 

 

上实控股母公司上实集团受邀参展IE Expo China 2019第20届中国环博会亚洲旗舰环保展。在

这一年一度的环保行业盛会上，上实集团展示了最新的产品及最前沿的技术，并与业界专家

探讨交流产业走势，开拓合作机会。 
 

第20届中国环博会于2019年4月15-17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本届展会的2,047

家参展企业涵盖了市政、工业、农村环境治理领域的水和污水、给排水、固废处理、大气治

理、土壤修复、噪声治理、综合治理等环境污染治理全产业链。 
 

上实集团业务主要分布在医药、基建、房地产、消费品、金融投资五大领域，并一直致力于

创新发展新边疆业务，拥有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363.HK)、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607.SH/2607.HK)、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600748.SH)、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563.HK)、上海实业环境控股有限公司(BHK.SG/807.HK)等五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成员企

业超过1,000家。 

 
 

母公司新闻(续) 

上实集团总裁周军先生当选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一届

会长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举行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会员单位

共190家200余人参加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

会。上实集团总裁、上实环境控股董事局主席、上实控股副董事

长周军先生当选为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新一届会长。 



 
 

   

 
 
 

 
 

 

 

上实控股二零一八年全年业绩符合市场预期，全年派息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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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控股(363.HK)于2019年3月28日公布二零一

八年业绩，营业额为304.13亿港元，同比上升

3.0%；净利润33.33亿港元，同比上升6.3%。董

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52港仙，加上中期

股息每股48港仙，全年合共派息每股1港元，派

息率达32.6%。 

 

公司于业绩公告日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及分析师

会议，上实控股管理层分别在两场会议上向传

媒及投资者简报公司全年业绩表现、营运情况

及未来发展和策略，并先后回答媒体和投资者 

 的提问。翌日，高盛、美银美林、花旗银行、东方证券及中国银河分别发表了分析师报告。

其中，高盛将目标价由19港元调高至22港元，高盛与花旗银行均维持“买入”评级，美银美林

将评级由”中性”提升至”买入”，目标价由21港元调升至25.7港元，原因是上实控股股价落后于

同业，现时估值吸引。 

 

业绩发布会后，上实控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非交易路演，副董事长周军先生及副行政总裁徐

波先生带领企业传讯部，与逾40位投资者会面，就公司业绩进行深入交流并解释未来发展策

略。上实控股一向致力于加强与投资者交流，提升透明度。 

 

上实控股获副董事长周军先生场内增持 
 

根据港交所资料显示，2019年1月2日上实控股(363.HK)获副董事长周军先生场内增持10.5万

股，每股均价15.40港元，涉资约161.7万港元。增持后，周军先生持有的股份数目达300,000

股，占已发行的有投票权的股份百分比约0.03%。 

 

上实控股获上实集团增持15万股 
 
港交所权益资料显示，上实控股(363.HK)获大股东上实集团于2019年4月1日在场内以每股平均

价18.9867港元增持15万股，涉资约284.8万港元。增持后，上实集团最新持股数目为

652,327,748股，持股比例由59.99%上升至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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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动态 



 
 
 

  
 

 
 
 
 
 

 
 
 
 

 
 
 

 
 
 
 
 
 
 

 
 
 

旗下上实环境获上实控股增持177.7万股 
 

港交所权益资料显示，上实环境(BHK SGX, 807.HK)获上实控股于2019 年3月27日在场内以每

股均价2.0479港元增持177.7万股，涉资约363.91万港元。增持后，上实控股最新持股数目

为1,226,439,926股，持股比例由46.98%升至47.05%。 

 

旗下上实环境获浙江污水处理厂及人工湿地委托管理项目 

 

上实环境(BHK SG/807.HK) 宣布其间接持有92.15%的子公司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与慈溪市排水有限公司签署慈溪市北部污水处理厂及人工湿地委托管理采购项目合同。项

目位于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出水标准为一级B，总设计处理规模为10

万吨/日，人工湿地出水水质标准为一级A。污水厂委托运营费用为人民币0.739元/吨。该委

托管理采购项目合同期为两年，附条件续签一年。 
 

旗下上实环境获得山东新固废发电BOT特许经营协议  
 

上实环境(BHK SG/807.HK)宣布, 其持有 92.15%的子公司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山

东省莘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署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6 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BOT 特许经

营协议。该项目采用机械式炉排炉工艺将固废转化为能源，为中国山东省莘县提供电力。 

该固废发电设施将建于山东省莘县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将分期建设，总设计处理规模为 

1,200 吨/日。第一期投资约为人民币 3.6 亿元，设计处理规模为700 吨/日。垃圾处理费标准

为人民币70元/吨。 不包括建设期，该 BOT 特许经营协议期限为续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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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设施业务新闻 

企业动态 (续) 

上实控股与若干银行签订25.2亿港元等值的港元/美元双币定期贷款融资协议 
 

2019年1月11日上实控股(363.HK)公布，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及其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借

款人）与若干银行（作为贷款人）就一笔为期最长五年、金额为25.2亿港元等值的港元/美

元双币定期贷款签订融资协议。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传讯部 

电话：+852 2821 3936 

电邮：ir@sihl.com.hk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852 2894 6321 

电邮：sihl@hkstrategies.com 

 

房地产业务新闻 

旗下上实发展以底价人民币 28 亿元连摘上海宝山顾村两宗宅地 
 
上实发展（600748.SSE）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以底价竞得上海市宝山区两宗宅地，成交总价

为人民币 28.19 亿元。据公告披露，两宗地块均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上实

发展表示，这次行动符合公司深耕上海的战略布局，将有效增加土地储备，进一步巩固公司

在上海市场良好的品牌形象，对公司未来的经济效益、品牌效益均有积极影响。 

# 股东 股数 占比 

1 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2,446,748 60.93% 

2 贝莱德集团 45,484,987 4.18% 

3 领航投资 18,129,988 1.67% 

4 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LP 
16,494,480 1.52% 

5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4,680,907 0.43% 

6 Nordea Bank Abp 
4,342,000 0.40% 

7 Grantham Mayo Van Otterloo & Co LL 
3,429,000 0.32% 

8 WisdomTree Investments Inc 
3,409,707 0.31% 

9 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 3,325,000 0.31% 

10 Hirtle Callaghan & Co LLC 
3,133,00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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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十大股东 
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 

资料来源：彭博通讯社（截至2019年5月2日） 

基建设施业务新闻(续) 

 

旗下上实环境在上海签署污水处理项目补充协议 
 

上实环境(BHK SG/807.HK)宣布其持有 92.15%的子公司上海复旦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

市奉贤区水务局签署奉贤区西部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升级改造及三期新建工程的补充协

议。该项目的补充协议包括：（1） 项目一期：出水标准由二级提升至一级 A 标准，规模为 

10 万吨／日。基础水价由人民币 1.23 元／立方米调整为 2.093 元／立方米。（2）项目二期：

出水标准由一级 B 提升至一级 A 标准，规模为 5 万吨／日。基础水价由人民币 1.304 元／立方

米调整为 2.093 元／立方米。(3) 项目三期：新建规模 5 万吨／日，出水标准为一级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