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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7—113 

债券代码：122067  债券简称：11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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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与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唐斌共同对青岛思

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复星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唐斌为

本公司董事。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关联交易；公司与唐斌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148.85 万元。 

 上述增资事项需思普润股东大会批准。 

一、对外投资关联交易概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凯节能环保”）拟与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复星惟实基金”）及唐斌共同对青岛

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普润”、“目标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价格为 3.652 元/股，增资总额为 107,490,473.68 元。其中，金凯节能环保



2 

出资 57,540,309.42 元，复星惟实基金出资 47,950,259.67 元，唐斌出资

1,999,904.59 元。 

上述共同投资人中，复星惟实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复星惟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唐斌为公司董事。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金凯节能环保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复星惟实基金发生关联交易；

公司与唐斌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48.85 万元。 

二、对外投资相关方介绍 

（一）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9,1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幸福路 8 号 

经营范围：与节能环保相关的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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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金凯节能环保总资产为 26,628.1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5,861.83 万元，负债总

额为 766.3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89.83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93.55 万元。 

金凯节能环保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84.60%股权；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15.40%股权。 

（二）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复星惟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岩南路 728 号 9 幢 105 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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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复星

惟实基金总资产为 175,783.54 万元，负债为 125.26 万元，估值为 211,366.00

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复星惟实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复星惟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控制的公司。 

（三）唐斌 

唐斌，男，1971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住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研究生

学历，硕士学位，曾任江西省经贸委主任科员、九江县副县长。唐斌现任复星集

团全球合伙人、高级副总裁，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复星

集团中国动力基金总裁兼联席董事长，复星集团能源环境及智能装备集团董事

长，复星集团时尚集团董事长，复星集团财富管理集团联席总裁，南京南钢钢铁

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唐斌为本公司董事。 

三、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思普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振滨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延河路 155 号厂房全幢 

经营范围：海水、污水、工业废水水处理技术的开发；水处理工程设计、施

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经营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反渗透膜阻

垢剂、循环冷却水阻垢剂的生产和销售；悬浮填料的生产和销售；环保技术、污

泥、城市垃圾处理处置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水处理一体化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应服务；环保工程；市政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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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思普润前身系青岛思普润水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16 日，并

于 2014 年 11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更名为“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

司”。2015 年 4 月 20 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股转公司”）同意，思普润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7 年

10 月 12 日，思普润向股转公司申请终止挂牌，并获得同意，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终止挂牌。 

（二）思普润股东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思普润总股本 6,900 万股，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股本数量（万股） 出资比例（%） 

1 陕西省航空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6,200,000 23.48 

2 于振滨 14,500,000 21.01 

3 康静 9,800,000 14.20 

4 青岛瑞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2,502,000 18.12 

5 青岛嘉灏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7.25 

6 北京爱建恒益经贸有限公司 4,000,000 5.80 

7 青岛嘉杰管理咨询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 4.35 

8 侯桂英 1,500,000 2.17 

9 徐建国 1,498,000 2.17 

10 唐耀贞 800,000 1.16 

11 于爱英 50,000 0.07 

12 杨春霞 50,000 0.07 

13 于爱华 50,000 0.07 

14 谷红伟 50,000 0.07 

 
合计 69,000,000 100.00 

思普润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同意本次增资。根据思普润《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增资尚需其股东大会批准。 

（三）思普润财务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思

普润的总资产为 43,548.9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6,662.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886.61 万元；2016 年，思普润实现营业收入 12,357.38 万元，实现归属于

股东的净利润 2,947.49 万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思普润的总资产为 43,314.58 万元，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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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6,669.15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645.43 万元；2017 年 1-6 月，思普润实现

营业收入 2,233.27 万元，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6.85 万元。（未经审计） 

（四）增资的价格 

金凯节能环保本次增资思普润的价格为 3.652 元/每股。该价格综合考虑了

思普润的所属行业，依据其历史利润情况并基于对其未来的盈利预期等多种因

素，并与共同投资人复星惟实基金、唐斌协商后最终确定，共同投资人复星惟实

基金、唐斌增资的价格与金凯节能环保一致。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金凯节能环保拟与思普润、复星惟实基金、唐斌、于振滨、康静共同签署《关

于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股东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于振滨、康静 

投资方：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复星惟实一期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唐斌 

2、投资与交割 

2.1、估值基础 

各方同意，投资方依据思普润的历史利润情况并基于对思普润未来的盈利预

期，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对思普润进行本次投资。 

2.2、增资 

投资方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 107,490,473.68 元认购思普润 29,433,317

元新增注册资本，增资款超过投资方认购注册资本部分作为思普润资本公积。其

中，金凯以 57,540,309.42 元出资认购思普润本次拟新增部分的注册资本

15,755,835 元，占思普润 16.007%的股权；复星惟实基金以 47,950,259.67 元

出资认购思普润本次拟新增部分的注册资本 13,129,863 元，占思普润 13.339%

的股权；唐斌以 1,999,904.59 元出资认购思普润本次拟新增部分的注册资本

547,619 元，占思普润 0.556%的股权。 

3、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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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交割条件 

思普润应在以下条件满足后 2 个工作日内通知投资方并提供证明该等条件

满足的所有文件： 

(a)思普润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已通过有效决议，批准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及其

项下交易； 

(b)思普润、创始人股东和投资方已适当签署并交付所有交易文件，即投资

协议。 

3.2 交割 

投资方将在满足相关条件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思普润指定的帐户或思普润

届时另行通知的指定账户支付增资款 107,490,473.68 元，投资方支付增资款至

前述账户都视为投资方完成增资款的支付。 

4、违约责任 

4.1、以下任何情形的发生都构成本协议或附件项下的违约事件： 

（a）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或附件项下所作的陈述和保证被证明为不真实、存

在重大遗漏或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b）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或附件项下的承诺事项； 

（c）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或附件的约定履行义务。 

4.2、如发生本协议第 4.1 款任一违约事件，根据违约事件的内容，本协议

的一方（“违约方”）应以下述方式向违约事件直接指向的另一方及/或其各自

的权利义务承继人（合称为“守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及赔偿损

失的违约责任。 

4.3、对违约方发生的第 4.1 条（a）款的违约行为，守约方可以在知晓该

违约行为 2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进行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未果，则守约

方可以要求违约方承担投资方投资款总额 20%的违约金,但累计最高不超过

30%的违约金； 

对于违约方发生的第 4.1 条（b）款及 4.1 条（c）款的违约行为，守约方

可以在知晓该违约行为 2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予以补救。如违约方未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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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期限内完成补救消除不利影响的，且与守约方未能协商解决的，则守约方可

以要求违约方承担投资方投资款总额 20%的违约金,但最高累计不超过 30%违

约金。 

4.4、就任何违约事件提出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可通过通知的形式向承担违

约责任的一方及/或其权利义务承继人提出，未能按照此种方式发出通知的，并

不妨碍守约方要求赔偿或补偿的权利。 

4.5、就本协议或附件项下的前述赔偿或补偿义务，赔偿或补偿方应在收到

向其发出的任何费用到期支付的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被赔偿或补偿方支付所

有到期款项。赔偿或补偿方自收到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的，除支付应付

款项外，还需每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千分之一计算违约金并支付给被赔偿或补偿

方。 

4.6、违约方依本条前款支付违约金及/或赔偿款后，仍不足以弥补守约方

损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其损失。 

5、解除或终止 

5.1、本协议在下列情况下解除或终止： 

(a) 经各方协商一致解除； 

(b) 守约方单方解除： 

(i) 如果创始人股东或思普润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陈述和保证

以及承诺，且该等情形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则投资方可以解除本协议，但若此

违约是因投资方造成的除外； 

(ii) 如果投资方严重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陈述和保证以及承诺，且

该等情形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则创始人股东或思普润可以解除本协议，但若此

违约是因思普润、原股东或其关联方造成的除外； 

(iii) 如一方不积极履约，导致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在本合同签署后 90 日

内仍未成就的； 

(c) 因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 

5.2、提出解除协议的一方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各方，通知在到达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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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时生效。 

5.3、本协议被解除或终止后，股权转让方及∕或思普润在本协议解除或终

止后 30 日内应返还投资方投资款及另行支付该笔款项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同时

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的权利。创始人股东对上述款

项的返还及违约及/或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6、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6.1、本协议及为完成本次投资而准备的所有其他合同、协议和文件均受中

国法律的管辖和支配，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6.2、各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包括关于协议

的存在、效力或终止的任何问题)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

分歧(“争议”)。各方未能友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

争议或主张提交原告住所地法院进行诉讼管辖。 

7、其他条款 

本协议自思普润、创始人股东与投资方签署后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做强钢铁本体、提升钢铁业务竞争力的同时，持续推进以能源环

保、新材料、智能制造为方向的转型升级。思普润的主营业务为主要致力于向客

户提供以 MBBR 技术为核心的污水处理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包括生物池 MBBR

技术设计、生物膜填料销售、系统设备销售及安装、整体工程技术调试等，符合

公司环保转型发展方向。 

2、思普润 2015 年、2016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6.29%、10.8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4,830.59%、57.46%。公司本次投

资思普润将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3、金凯节能环保本次对思普润增资的价格为 3.652 元/股，该价格依据思普

润的历史利润情况并基于对其未来的盈利预期等多种因素，并与共同投资人复星

惟实基金及唐斌协商后最终确定，且与复星惟实基金、唐斌增资的价格一致，价

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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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2017年11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

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唐斌、吴

启宁、钱顺江、苏斌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杨国祥、何次琴和陈传明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

关联人共同对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

决时，公司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金凯节能环保本次对思普润增资的价格系与共同投资人复星惟实基金及

唐斌协商后最终确定，且与复星惟实基金、唐斌增资的价格一致，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金凯节能环保对思普润进行增资。”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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