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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欧冶云商和欧冶金融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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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

害交易各方的利益。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华宝投资有限公司（宝钢集团

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投资”）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累

计金额未达到宝钢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冶云商）注册资本

20 亿元，其中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股份”或“公

司”）持有 8.67%的股权，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宝钢股

份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国际”）持有 42.33%的股权，公司控

股股东宝钢集团持有 49%的股权。 

结合欧冶云商的发展规划，以及为满足后续出资需求，欧冶云商

拟新增股本 4 亿股，由宝钢集团、宝钢股份和宝钢国际分别按原有持

股比例以现金认购，认购价格 1 元/股，其中宝钢集团认购 1.96 亿股，

认购资金 1.96 亿元；宝钢股份和宝钢国际合计认购 2.04 亿股，认购

资金 2.04 亿元。 

（二）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冶金

融”）注册资本 3 亿元，其中欧冶云商持有 90%的股权，华宝投资持

有 10%的股权。 

为了满足欧冶金融业务发展需求，欧冶金融拟新增股本 11 亿股。

由于本次股本规模扩张较大，考虑到欧冶云商目前的资金状况以及将

来股本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计划，本次增资拟引入宝钢股份和宝钢集团

作为股东，同时为了发挥华宝投资在金融领域的优势，拟将华宝投资

持股比例由 10%提高至 25%。为此，本次欧冶金融新增股本由欧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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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华宝投资、宝钢股份和宝钢集团分别以现金认购，分别认购 2.06

亿股、3.2 亿股、2.93 亿股、2.81 亿股。增资完成后， 欧冶云商、

华宝投资、宝钢股份和宝钢集团分别持有欧冶金融 34%、25%、20.91%、

20.09%的股权。 

由于宝钢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宝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两方均为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公司向欧冶云

商和欧冶金融增资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宝钢集团、华宝投

资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未达到宝钢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7.91 亿元；主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钢铁、冶金矿产、煤炭、化工(除危险品)、电

力、码头、仓储、运输与钢铁相关的业务以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业务，外经贸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国内外

贸易(除专项规定)及其服务；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70 号；

法定代表人：徐乐江。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79.73%的股权，构成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二）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8.69 亿元；主营对冶金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服务（除经纪），产权经纪；住所：上海市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西区；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宝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构成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增资以及向该

公司（指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增资。 

公司名称：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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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803 弄 9 号 3001 室 

注册时间：2015 年 2 月 4日 

法定代表人：徐乐江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名称：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 亿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803 弄 9 号 3005 室 

注册时间：2015 年 2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王成然 

经营范围：金融数据处理、金融软件开发、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2.权属情况 

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欧冶云商和欧冶金融的主要股东情况（增资前） 

 

公司名称 
股东持股比例 

宝钢股份 宝钢国际 宝钢集团 合计 

欧冶云商 8.67% 42.33% 49% 100% 

 

公司名称 
股东持股比例 

欧冶云商 华宝投资 合计 

欧冶金融 90% 10% 100% 

（二）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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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向欧冶云商增资的关联交易价格 

本关联交易事项不涉及交易价格确定的相关原则和方法。 

2.关于向欧冶金融增资的关联交易价格 

本次欧冶金融新增股本由欧冶云商、华宝投资、宝钢股份和宝钢

集团分别以现金认购，分别认购 2.06 亿股、3.2 亿股、2.93 亿股、

2.81 亿股，新增股本认购价格按经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后的每股

净资产评估值和 1元/股孰高确定。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于向欧冶云商增资的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由宝钢集团、宝钢股份和宝钢国际按增资前持股比

例以现金出资，增资总额为 4 亿元，增资后欧冶云商的股权结构见下

表： 

 

 

股东单位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原有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本次现金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金额

（万元） 

本次增资后

持股比例 

宝钢集团    98,000 49.00% 19,600 117,600 49.00%

宝钢股份    17,340 8.67% 3,468 20,808 8.67%

宝钢国际    84,660 42.33% 16,932 101,592 42.33%

合计 200,000 100%  40,000 240,000 100.00%

 

2.关于向欧冶金融增资的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欧冶金融在新增股份 11 亿股的同时适当调整股权结构。本

次关联交易由欧冶云商、华宝投资、宝钢股份和宝钢集团共同认购

11 亿股，新增股本认购价格按经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备案后的每股净

资产评估值和 1 元/股孰高确定。认购完成后欧冶金融的股权结构见

下表： 

股东单位 
增发前 新增发行 增发后 

股本 

（万股） 

持股 

比例 

股本 

（万股） 

股本 

（万股） 

持股 

比例 

欧冶云商 27,000 90% 20,600 47,600 34%

华宝投资 3,000 10% 32,000 35,000 25%

宝钢股份 - - 29,274 29,274 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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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集团 - - 28,126 28,126 20.09%

合计 30,000 100% 110,000 140,000 100%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于向欧冶云商增资的关联交易，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欧冶云商向

欧冶金融出资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增资，欧冶云商将进一步扩张

业务，后续将整合钢铁上游大宗原料业务的经营能力以提升供应链全

流程服务能力，以及大力推进工业品采购电商交易平台的服务能力。

另外，本次增资的部分资金将用于补充欧冶云商的全资子公司东方钢

铁的日常经营资金，促进其继续深入开展电商业务。 

关于向欧冶金融增资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欧冶金融业务

发展的需求。欧冶金融立足欧冶云商，构建面向行业的互联网金融平

台，提供支付、融资、理财一站式服务。按国家现行的监管要求，申

领各项资质牌照是金融业务得以开展的前提，为此，欧冶金融通过增

发股份，以满足其针对牌照单独设立相应的专业化公司的资金需求。 

综上，公司通过本次向欧冶云商和欧冶金融增资的关联交易，进

一步加快公司电商业务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加强为行业上下游企业提

供全流程、专业化和一站式的服务能力，为宝钢股份创造新的盈利增

长空间。从长远看，有利于提升公司长期经营业绩，更好地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5年 8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欧冶云商和欧冶金融增资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德荣、

赵周礼、贝克伟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二）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1.同意此项议案。 

2.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3.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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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4.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