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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6         证券简称：上海钢联        公告编号：2017-093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钢银电商股票发行方案并放弃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银电商”，证

券代码“835092”）为补充钢银电商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

增强其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保障其经营的持续

发展，现钢银电商拟进行股票定向发行，发行数量不超过 222,223,000

股（含 222,223,000 股）普通股股票，预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35 万元（含 100,000.35 万元）。 

本公司放弃钢银电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权。钢银电商本次定

向发行完成后，公司对钢银电商的持股比例由 54.54%最低降至

42.66%（按本次发行方案测算），公司仍为钢银电商第一大股东，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钢银电商股

票发行方案并放弃认购权的议案》，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涉

及关联方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认购

钢银电商股份，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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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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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尚需经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钢银电商股票发行后，其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因此，

本次钢银电商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

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公司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

项。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钢银电商拟进行股票定向发行，发行数量不超

过 222,223,000 股（含 222,223,000 股）普通股股票，预计融资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0.35 万元（含 100,000.35 万元）。  

钢银电商拟进行定向发行股票，旨在补充钢银电商主营业务发展

所需的营运资金，增强其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综合实力，

保障其经营的持续发展；募集资金到位后，钢银电商资金实力将进一

步增强，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对其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公司拟同意钢银电商的股票定向发行方

案。 

目前公司持有钢银电商 43,549 万股，持股比例 54.54%，若按公

司现有持股比例认购发行股份，预计需认缴增资金额为 5.45 亿元，

如放弃认购权利，公司对钢银电商的持股比例由 54.54%最低降至

42.66%（按本次发行方案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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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如进行认购将承受较大现金流量压力，且钢银电商本次定向

发行后，公司仍为其控股股东，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拟

放弃本次认购权。 

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尚待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票发行方案以及认购办法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披露

为准。本次钢银电商股票发行后，其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因此，

本次钢银电商股票发行除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

履行股票发行备案程序外，不涉及公司及其他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事

项。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本

议案，关联董事朱军红、王灿、潘东辉、唐斌回避了表决。公司于同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本议案，关联监事沐海宁、何

川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钢银电商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军红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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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9,852.6802 万人民币（按中登公司登记股数） 

成立日期：2008 年 2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金融业务）；销售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铁矿产品、生铁、钢

坯、焦炭、卷板、铁精粉、有色金属（不含贵重金属）、建材、木材、

化工原料及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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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材料、汽摩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港口装卸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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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钢银电商 54.54%股权，钢银电商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钢银电商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43,549 54.54% 

2 上海园联投资有限公司 8,400 10.52% 

3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6,000 7.51% 

4 其他 21,903.6802 27.43% 

合计 79,852.6802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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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4,076.09 631,653.66 

负债总额 396,552.46 502,418.5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9,425.00 35,745.00 

流动负债总额 396,424.34 502,338.1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128.12 80.48 

净资产 127,523.62 129,235.08 

 
2016 年 

（经审计） 

2017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09,625.89 3,176,805.44 

利润总额 1,824.62 1,581.08 

净利润 1,824.62 1,581.08 

注：2017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钢银电商的资产总额为 722,202.89 万

元，净资产为 130,402.77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该事务所具备证券从业资格。 

钢银电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旗下运营钢银钢铁现货网上交易

平台（www.banksteel.com），主要从事钢铁现货交易电子商务服务。 

2、本次发行完毕后，钢银电商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43,549 42.66% 

2 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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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园联投资有限公司 8,400 8.23% 

3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8,222.30 8.06% 

4 其他 21,903.6802 21.46% 

合计 102,074.9802 100.00% 

三、股票发行方案的主要内容 

钢银电商本次进行股票发行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1、发行目的 

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行主要用于补充其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

运资金，增强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其综合实力，保障其经

营的持续发展。 

2、发行对象以及现有股东的认购安排 

（1）目前已确定的新增投资者名单及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名称 认购数（万股） 金额（万元） 认购方式 

1 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90,000.00 现金 

2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2,222.30 10,000.35 现金 

合   计 22,222.30 100,000.35 现金 

（4）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钢银电商《公司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公司发行股份时，原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无优先认购权，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股

东有优先认购权的除外。”且钢银电商股东大会并未审议通过原股东

有优先认购权的相关方案，因此，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现有在册股东无

优先认购权。 

3、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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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50 元。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综合考虑其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盈率、资产结构状况等

因素并由钢银电商与发行对象沟通后确定。 

4、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钢银电商拟进行股票定向发行，发行数量不超

过 222,223,000 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100,000.35 万元。 

5、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

金。 

6、本次发行股票限售安排、发行对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分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股份无限售安排。 

7、其他 

钢银电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具体内容，投资者可以登陆

(www.neeq.com.cn)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进行查阅。 

该股票发行方案尚需钢银电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

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 

四、公司放弃认购权利的情况 

目前公司持有钢银电商 43,549 万股，持股比例 54.54%，若按公

司现有持股比例认购发行股份，预计需认缴增资金额为 5.45 亿元，

如放弃认购，公司对钢银电商的持股比例由 54.54%最低降至 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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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次发行方案测算）。 

公司如进行认购将承受较大现金流量压力，且钢银电商本次股票

发行后，公司仍为其控股股东，其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拟

放弃本次认购权。 

五、钢银电商定向发行股票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钢银电商定向发行股票的目的 

钢银电商本次定向发行股份完成后，其财务结构更趋稳健，整体

经营能力将得到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将进一步增强，钢银电商在利用

本次募集资金加强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同时，利用资本市场进一步做大

做强。 

2、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兴财（沪）审

专字(2017) 第 02102 号），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钢银电商的每

股净资产为 1.63 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4.50 元，较

2017 年 8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溢价 176.07%。 

本公司放弃本次钢银电商定向发行股份的认购权，钢银电商定向

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对钢银电商的持股比例将由 54.54%最低降至

42.66%（按本次发行方案测算），仍为钢银电商的控股股东，钢银电

商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同时，本次钢银电商借助新三板市场定向发行股份，有利于进一

步优化其股权和资产结构，满足钢银电商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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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银电商及本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公司对其的实际控制权。 

六、审议程序与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发表了事前认可：钢银电

商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有利于做大做强钢银钢铁现货网上交易平台，满

足钢银电商业务不断发展的需要，符合钢银电商及本公司的发展战

略；本次发行完成后，钢银电商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放弃钢银电商本次发行的认购权，不会对公司当

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没有发现

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控股子公司钢银电商定向发行股

份，旨在补充其主营业务发展所需的营运资金，提升品牌的市场影响

力，保障其经营的持续发展，加强公司在大宗商品电子商务领域的竞

争力。本次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控股子公司定向发行

股票并放弃认购权的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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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