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的公告

上实集团物业承租企业 :

为积极支持 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

难圹根据上海市 《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精神 ,以 及上海市国资委 《关于

本市国有企业减免中小企业房屋租金的实施细则》要求 ,

上海实业 (集 团)有 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上实集 团

”
)

对所属物业 202o年 2月 份和 3月 份租金减免方案公告

如下 :

一、实施主体

上实集团‘下属相关企业 (包 括上海医药 (集 团)有 限

公司、上海上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华东实业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 ,具 体负责该企业及其下

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租金减免工作。上实集团承担汇

总、统计、各案、监督等相关职能。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 ,

另行制定租金减免实施方案。

二、适用对象

承租上实集 团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及其下属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上海地区的 自有经营性房产 ,自 身

从事生产、研发、办公、商业配套等生产经营活动,无

负面清单事项的非国有 中小企业为本次租金减免的适

用对象。其中 :

1.申 请人租用的物业须是上实集 团本次租金减免

的实施主体及其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在上海地区拥

有产权的 自有经营性房产。

2.申 请人应在承租的物业空间内从事生产、研发、

办公、商业配套等经营活动,不 包括虚拟注册、人员居

住等非生产经营性活动用途。

3,申 请人应是非国有 中小企业。其中 :

(l)中 小企业的认定范围参照 《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2011)300号 )

有关规定,根据所属行业予以确定。含个体工商户 ,不

包括行政机构、事业单位、民非组织等非企业形态的组

织机构。

(2)国 有的范围参照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国 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 32号 令)规定。

喹。存在负面清单事项的申请人 ,在 负面清单事项消

除前 ,不 享受租金减免政策。负面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

(l)有 证据表明申请人不配合上海市等相关政府

部门以及上实集团实施防疫工作 ,有 瞒报漏报迟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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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患、防疫措施不到位等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

(2)申 请人存在欠租欠费及其他违反租赁合同情

况的 ;

(3)存 在其他负面清单事项的。

三、租金减免方式

对符合适用条件的申请人 ,上 实集团本次租金减免

的实施主体分别审核涉及该企业及其下属全资和控股

子公司的租金减免申请 ,审 核通过后 ,由 相关出租人减

免 申请人 2020年 2月 份和 3月 份的房屋租金。申请人

已经支付 2020年 2月 份和 3月 份租金的,相 关出租人

在后续支付租金 中减免相应金额。具体以承租人和 出租

人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为准。

已签租赁合同条款 中约定 2020年 2月 份和 3月 份

是免租期的,本 免租政策不叠加适用。

存在间接承租上实集团物业情况的,转 租人不享受

本次租金减免政策。在转租人切实落实对符合条件实际

经营次承租人 (参 照本公告第二条
“
适用对象

”
各项条

件 )租 金减免的前提下,上 实集团下属相关出租人在不

超过转租人对符合条件实际经营次承租人减免租金的

总额 内,减 免转租人 2020年 2月 份和 3月 份的房屋租

金。为免疑义 ,转租人的转租行为需经过相关的上实集

团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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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与受理

承租人申请减免租金,将 申请材料提交给相关的上实集

团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受理。上实集团设立联系人如

下 :

1.申 请材料

承租人申请减免租金,需提交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

(l) 《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申请表》 (含对所提交

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本表一式两份) (表格参见附

件);

(2)承租人与房产所属国有企业或转租人签订的租赁

合同;

(3)承租人营业执照副本、控股股东名称及股权比例 ;

(⒋ )承租人 2019年度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

2019年 12月 上海市社会保险费缴纳通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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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联系人 电话 由阝箱 地 址

上海医药 (集

团)有 限公司
杨晓春 13311619866 yangXc@sphchina。 cOm

上海市黄

浦区太仓

路 200号

18楼

上海上投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李黎 62371888 1i1i@siic。 cOm

上海市淮

海 中路 98

号金钟广

场 701B

上海华东实

业有限公司
刘晓光

65110175—2029

/138188116性性
ⅩiaOguang1iu2008@163.cOm

上海市杨

浦 区国泰

路 127弄 1

号楼 2楼



(5)属 于转租物业的,转租人在提交申请资料时,还

需提供:实际经营次承租人清单、实际经营次承租人的 2一咎

相关资料 (其 中租赁合同为实际经营次承租人与转租人之间

的租赁合同)、 转租人收取实际经营次承租人 2020年 2月 1

日之前 3个月的租金收款记录、转租人和实际经营次承租人

签署的同意减免 2020年 2月 份和 3月 份租金的协议 ;

(6)其他与审核认定相关的资料。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均须加盖公章。

2.受理方式

包括网络受理和现场受理申请人将提交的材料扫描件

发送至指定邮箱,盖章原件于申请截止日前书面递交。

3.申 请截止时间

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0年 6月 30日 。

经上实集团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审核符合租金

减免条件后,出租人将书面反馈审核意见并和申请人签订租

赁合同补充协议。承租人取得的租金减免额最终以相关的上

实集团本次租金减免的实施主体通知为准。

申请人应如实诚信填报相关信患材料并对填写信息和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如果上实集团在

事中或事后发现申请人填报信患材料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

整,上实集团有权驳回申请人申请,不给予租金减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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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补交已减免的租金,直至提前解除与申请人的租赁合

同。

五、咨询与监督

上实集团设立上实集团减免租金专项工作小组,负 责此

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实施主体具体落实相关工作。

涉及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实业城市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上市

公司的,咨询相关企业联系人。

上实集团设立监督电话和邮箱。

联系人:徐庆 ;

联系方式:53828866-2178;

由阝箱 : xuq主 n思 @s1ic。 cOm。

六、其他事项

上实集团保留对支持疫情防控减免租金方案及未尽事

宜的最终解释权。

本实施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海市政策调整的,上实

集团有权对本方案进行调整。

公 司

企 业 联系人 电话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 司 李和玉 13816365717

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周琳 18621903170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丹瑛 18602196959

6

上海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