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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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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宝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宝钢国际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摘

牌收购宝钢金属汽车零部件板块，摘牌价为 54,177.63万元。 

● 本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何文波、刘占英、赵周礼、吴耀文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

同意本议案。 

 

一、背景介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股份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国际）已于 2011年 12

月 30 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宝钢金属有限公司（以下

称宝钢金属）汽车零部件板块，摘牌价为 54,177.63万元。 

宝钢国际将在现有汽车板营销服务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销售和加

工配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覆盖宝钢汽车板战略客户、直供客户的加

工配送服务体系，这就需要宝钢国际对汽车板后续成型工艺、零部件

生产工艺等做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有选择地进入关键零部件冲压、热

成型、液压成型、辊压成型等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延伸汽车板服务

产业链，强化与汽车制造企业的融合度，提升服务体系竞争能力，保

持宝钢在汽车板加工配送服务领域的领先优势。 

 

二、关联方介绍 

宝钢集团是宝钢股份的母公司，是宝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宝钢国际是宝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2248878553元，

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

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70 号，法定代表人：姚林龙，电话：

5835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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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金属是宝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3074990000元，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址

为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3962 号, 法定代表人：贾砚林，电话：

56490555。 

 

三、交易情况概述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宝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宝钢金属所持有的汽车

零部件板块股权（以下称标的股权），该板块股权涉及上海宝钢车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车轮），烟台宝钢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

台车轮），上海宝钢热冲压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热冲压公司），

上海宝钢液压成形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液压成形公司）等 4

家公司。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1）上海车轮 100%的股权； 

（2）烟台车轮 100%的股权； 

（3）热冲压公司 100%的股权。 

（4）液压成形公司 100%的股权。 

2、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所在

地 
成立时间 

注册资

本 

（万元） 

股权结构％ 

主要产品 
股东 

持股

比例 

上海车轮 上海 2007.8.8 18800 宝钢金属 100 
各类乘用车钢制车轮

及商用车无内胎车轮 

烟台车轮 烟台 2010.3.30 5000 宝钢金属 100 
各类乘用车钢制车轮

及商用车无内胎车轮 

热冲压公

司 
上海 2007.12.21 11000 宝钢金属 100 

A柱、B柱、C柱；前、

后门左右防撞杆(梁)；

前、后保险杠；车顶加

强梁；其它车身、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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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件、 加强件等 

液压成形

公司 
上海 2008.2.20 11000 宝钢金属 100 水箱支架、副车架等 

3、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0 年末 

总资产 

2010 年末 

负债 

2010 年末 

净资产 

2010年 

营业收入 

2010年 

净利润 

上海车轮 35,003.43 12,341.55 22,661.88 35,090.36 1,303.85 

烟台车轮 4,899.10 26.18 4,872.92 - -127.08 

热冲压公司 14,659.44 4,066.81 10,592.62 1,474.05 6.25 

液压成形公司 14,217.74 2,861.06 11,356.68 4,270.80 332.93 

注：烟台车轮预计 2012年 4月投产，热冲压公司 2010年末投产，

液压成形公司 2011年 5月投产。 

5、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净利润中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

说明。 

热冲压 2010 年营业外收入 141.51 万元；液压成形 2010 年营业

外收入 173.36万元。 

6、交易标的在最近 12个月内未进行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

或改制。 

7、标的公司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进行年报审

计，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8、宝钢股份及宝钢国际未对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标的公

司理财，标的公司不存在占用宝钢股份资金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为本次股权摘牌收购进行审计的事务所为：中审亚太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评估的事务所为：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1年 1月 31日，采用的评估方法及其重要假设

前提是持续经营。 

2、根据宝钢金属提供的本次收购的汽车零部件板块上海车轮、

烟台车轮、热冲压公司和液压成形公司 4家公司的评估报告，评估结

果如下（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经审计的账

面净资产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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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车轮 23,150 25,774 2,624 11.33% 

烟台车轮 4,855 4,894 39 0.80% 

热冲压公司 10,504 10,943 439 4.18% 

液压公司 11,735 12,567 832 7.09% 

合计 50,244 54,178 3,934 7.83% 

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上海车轮、烟台车轮、液压成

型、热冲压公司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总计评估值为 54178万元，

增值 3934万元，增值率 7.83%。 

（三）交易的财务评价 

本次关联交易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12.6%，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意义 

1、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可集中统一地为汽车用户

提供从钢卷-〉剪切-〉落料-〉冲压等工序的一条龙服务，打造从汽

车设计介入到用钢推荐及研发、钢材销售、剪切及激光拼焊配套、零

部件配套，以及包含钢材及零部件售后技术服务的全方位全流程服务

平台，提高用户服务质量及效率。 

2、及时、深入了解用户需求 

目前，宝钢国际汽车板销售和加工配送网络相对完善，为用户提

供贴身服务，具备与汽车厂各部门广泛深入地联系和沟通能力，汽车

零部件业务和汽车板销售、加工配送体系整合，可以能够深入了解和

及时掌握用户需求，拓展业务发展空间。 

3、快速响应用户需求，降低服务成本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针对用户需求可以最快的

速度在就近的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增加相关设备进行零部件制造和供

应，共享加工配送中心已有的土地、设备、公辅及管理资源。与建设

独立冲压厂相比，在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同时，大幅度降低前期投入。 

4、加快产销研流程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汽车板销售、剪切及零部

件制造业务在一个平台上运作，能够依托宝钢研究院，联结用户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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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研发与利用并举，优化从钢材制造到汽车零部件加工、供应的

产销研流程，减少协调界面，提高研发效率。 

5、实现宝钢汽车板用户服务手段技术升级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模具，钣金，成型，热处

理，切割/机加工，焊接等技术掌握促进宝钢汽车板产品的技术营销，

丰富了用户服务的技术手段，提升原有汽车板加工配送网络的技术含

量，增强供应链增值服务能力。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成交价格的制定依据为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报告，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进行交易。 

 

七、审批程序 

本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何

文波、刘占英、赵周礼、吴耀文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

意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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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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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有关规定。 

4、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未发生向宝钢金属购买股权的关联交

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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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函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