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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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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公司名称: 依革思儿（浙江）服饰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人民币 750万元 

●本事项已通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0条的规定，公司连续 12个月内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对外投资金额为 14,675万元（包括此次对外投资），累计达到披露标

准。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发展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可

能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资本市场行情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不

能实现预期效益或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增加公司投资效益，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起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起步”）拟与浙江佑

旅控股有限公司、王建、尹海晓共同对依革思儿（浙江）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依革思儿”）进行增资。其中，浙江起步拟以人民币 750万元对依革思儿进

行增资，从而持有依革思儿 15%的股权（投后）。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决策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7月 1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同意 7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浙江起步以人民币 750万元对依革思儿进行增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

必要的尽职调查，各方均有能力完成本次出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浙江佑旅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赖国成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7X94W9F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河北路 16号二楼 2396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平面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

网络广告发布);批发、零售:服装、鞋帽、箱包、工艺美术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赖国成 

浙江佑旅控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浙江佑旅控股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17年 12月 31日（单位：元） 2018年 6月 30日（单位：元） 

总资产 28,762,610.92 24,280,103.77 

净资产 1,156,515.20 1,710,304.25 

营业收入 19,322,366.91 3,857,758.95 



净利润 52,311.49 108,789.05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丽水冠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代表：程芳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1MA2A1MKA4E 

注册地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油竹街道江滨路 32号 5幢 1楼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教育投资;平面设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

内广告(除网络广告发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金融管

理及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服装、鞋帽、箱包、工艺美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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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胡慧萍、程芳 

丽水冠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丽水冠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8年 4月 24日新设公司，尚未开

展经营活动，暂无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3）浙江起步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章利民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0EJK3F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 号

A-B102-1066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受托企业资产管理(以上两项经营范围未经

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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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起步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浙江起步成立于 2018年 1月 16日，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近期主要财务

数据。 

（4）王建 

性别：男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国籍：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鞋服行业，任青田远足鞋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5）尹海晓 

性别：女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 

国籍：中国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进出口贸易，任罗马尼亚卡宾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尹海晓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依革思儿（浙江）服饰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赖国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MA2B2RT933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现代印象广场 1幢 1单元 1706室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含网上销售):服装服饰、针纺织品、鞋帽箱包;服务:

服装服饰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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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资前依革思儿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浙江佑旅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 1950.00 79.59 

2 丽水冠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00.00 20.41 

合 计 -- 2000.00 100.00 

 

依革思儿与本公司和浙江起步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依革思儿于 2018 年 5月 16日新设公司，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暂无近期主要

财务数据。 

四、投资后依革思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方

式 

认缴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浙江佑旅控股有限公司 货币 2250.00 45.00 

2 丽水冠亚控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500.00 10.00 

3 王建 货币 250.00 5.00 

4 尹海晓 货币 1250.00 25.00 

5 浙江起步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750.00 15.00 

合 计  5000.00 100.00 

五、与本次合作投资相关的授权事项 

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

办理本次与依革思儿合作的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一）制作、签署、修改、补充、执行与本次投资合作有关的重大合同、协

议等重要文件； 

  （二）全权办理与本次投资合作有关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后续有

关工商备案、登记等事宜； 

（三）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决定和办

理与本次投资合作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六、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协议，具体内容和相关条款以实际签署合同为准。 

七、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壮大，拓展公司投资渠道，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方向，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2、本次投资是公司正常的投资经营行为，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和经营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 

八、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期发展战略布局出发的慎重决定，可能受到国家宏观经

济政策、行业发展趋势、资本市场行情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不能实现预期效益或

投资不确定性的风险。 

九、其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0条的规定，按照连续 12个月

内累计计算的原则，除本次对外投资之外，公司 12个月内累计对外投资 13,925

万元，具体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公司出资情况 
成立时间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杭州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2,000 100% 2018年 3月 22日 

2 厦门起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25 65% 2018年 4月 12日 

3 温州中胤时尚鞋服设计有限公司 3,600 4.5% 2011年 10月 21日 

4 青田起步贸易有限公司 8,000 100% 2018年 5月 16日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