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重要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以货币现金方式合计出资 797.15 万元对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进行投资，投资完成后持有该公司 54.71%的股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拟以货币

现金方式合计出资 797.15万元对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

京东”）进行投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1）公司拟出资 340万元人民币受让宿

迁京东原股东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考利”）、上海华屹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屹数码”）所合计持有的宿迁京东 34%股权。（2）上述转让

进行的同时，公司将投资 457.15万元人民币对宿迁京东进行增资，宿迁京东原股东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城市传媒”）不同时进行增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宿迁京东 54.71%

的股权，宿迁京东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公司已于 2018年 10月 9日分别与麦考利、华屹数码签订了《关于宿迁京东

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与京东、城

市传媒、宿迁京东签订了《关于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 

3、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上述投资事项相关的《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4、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年累计对外



投资金额（含本次投资）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 30%，因此本次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1、《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麦考利 

名称： 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2号 4号楼 2层 206室 

法定代表人：徐卫东 

注册资本： 1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72396853T 

成立日期：2008年 01月 29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文化用品、化妆品、

日用品、玩具；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销售食

品；出版物零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华屹数码 

名称：上海华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 105 号 17幢二楼 

法定代表人：方华 

注册资本：740.74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6660753325 

成立日期：2007年 09月 19日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智能机器人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维护，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照明设备、通信设备、日用百货、办公用品、

文体用品、工艺礼品、化妆品、玩具、服装鞋帽、酒店用品的销售，自动售货机的

生产、装配，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设备），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

资，设计、制作广告，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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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增资协议》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京东 

名称：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 号 C 座 2 层 201 室 

法定代表人：刘强东 

注册资本：139,798.5564 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6605015136 

成立日期：2007 年 04 月 20 日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批发兽药；道路货物

运输；机器人生产与组装；计算机软件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基础软件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软件开发、软件设计；机器人

的研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设备安装、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机械设备、家

用电器、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及卫生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体育用品、百货、邮票、纺织品、服装、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避孕器具

（避孕药除外）、新鲜水果、蔬菜、食盐、饲料、花卉、种子、装饰材料、通讯设备、

建筑材料、工艺礼品、钟表眼镜、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机器人、仪器仪表、

卫生洁具、陶瓷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摩托车、智能卡、化肥、农药、牲畜（不

含北京地区）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零售、进出口及代理进出口业务；摄

影服务；仓储服务；会议服务；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派遣、劳务合作除外）；经济信

息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出国留学及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培训；代

收燃气费、水费、电费；火车票代理；委托生产电子产品；委托生产照相器材；委

托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委托生产家用电器；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

车）；从事机动车公共停车经营管理服务；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拍卖（不含文

物）。（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批发兽

药、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2）城市传媒 

名称：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7 号 

法定代表人：孟鸣飞 

注册资本：70209.601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0163577402U 

成立日期：1994 年 06 月 14 日 

经营范围：图书期刊报纸批发零售；自有资金经营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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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麦考利、城市传媒、华屹数码、宿迁京东、京东与公司、公司持股 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所规定的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麦考利为公司目前正在推进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之标的公司，本次交易的进行

不存在影响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推进，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作价及进展不存在影

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与本次重组有关的事项仍在有序进行，详见公司已披露的

相关公告。 

三、对外投资企业介绍 

1、被投资企业基本信息 

名称：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宿迁市宿城区西湖路 66 号铺位号 1F-03-1F-26 

法定代表人：张雱 

注册资本：1000 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02MA1TEXAR68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机械

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具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办公设备、图书音像、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家具、装饰材料（危险

化学品除外）、通讯设备（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除外）、工艺礼品、钟表、眼

镜、玩具、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卫生洁具、陶瓷制品、橡胶制品、

塑料制品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机械设备安装、维修（需行政许可项目除外）；餐饮

服务，母婴用品，票务代理机器人研发、设计、生产、组装、销售，计算机软件研



发、销售，基础软件服务，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计算机系统集成；家用电器、电子元件器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集邮票品、珠宝首饰、水果、蔬菜、饲料、花卉、树木、盆景、不再分装的包装种

子、建筑材料、摩托车、化肥销售；网页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仓

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照相器材、办公设备生产、销售；

手机背面激光刻字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汽车租赁，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管理，场地租赁，房屋租赁，提供劳务服务

（劳务派遣、劳务合作除外）；停车场管理服务；代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

公司委托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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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投资企业基本财务状况 

由于宿迁京东成立于 2017 年 12 月，因此尚无最近一整年的财务数据，其最近

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6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53.12 

负债总额 532.24 

净资产 820.88 

营业收入 450.38 

净利润 -179.12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各方在友好协商基础上达成的，麦考利与华屹数码同意以货币方式

向公司转让宿迁京东股权，并由公司以货币方式对宿迁京东进行增资。本次交易按

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2：上海华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安排 

甲方出资 3,400,000 元人民币受让乙方所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34%股权。 

本次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510 510 51.00 

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 250 250 25.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 150 15.00 

上海华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0 90 9.00 

合计 1000 1000 100.00 

本次转让的注册资本数额和比例： 

股东名称 
转让注册资本出

资额（万元） 

转让股权比例 

（%） 

转让价款 

（元） 

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 250 25.00 2,500,000 

上海华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0 9.00 900,000 

合计 340 34.00 3,400,000 

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510 51.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 15.0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340 34.00 



合计 1000 100.00 

3、违约和终止 

（1）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主要义务即构成违约。发生违约时，守

约方有权就其遭受的由违约方之违约行为而引起的所有损害和损失获得赔偿。 

（2）本协议签订后，如乙方中的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拒绝向甲方转让所持标的

公司股权，则该方需按甲方应向该方支付的转让价款的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在不影响第（1）条的情况下，如果任何一方违反第三条项下的保密义务，

则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于甲方向该方支付的转让价款的 5%的违约金。 

（二）《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丙方：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增资方案 

（1）各方一致同意增加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使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

币 1457.15 万元，新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457.15 万元（“本次增资”）。 

新增加注册资本 457.15 万元人民币（“新增注册资本”）全部由甲方以人民币

457.15 万元（“增资款”）认购，甲方应以人民币现金出资，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

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由 34%增加至 54.71%，成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 

股权转让及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510 51.00 

北京麦考利科技有限公司 250 25.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 15.00 



上海华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90 9.00 

合计 1000 100.00 

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510 35.00 

青岛城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50 10.29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797.15 54.71 

合计 1457.15 100.00 

各方同意，甲方应将增资款在本协议约定条件全部满足或被甲方豁免后十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账户。 

（2）丙方同意将在本协议签署日起的六个月内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50 万元注

册资本出资额以人民币 150 万元的转让对价全部转让给甲方并完成转让相关的所有

程序，各方同意积极配合尽快完成前述交易以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自付款日起，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应由五(5)名董事组成，其中，乙方提名

两(2)名，甲方提名三(3)名（其中一名为董事长）。董事长担任标的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4）自付款日起，甲方将组建专业的运营管理团队着手接管标的公司，负责对

标的公司在宿迁的线下门店（“宿迁门店”）的日常运营管理。在遵守标的公司的公

司治理机制及内部规章制度的前提下，甲方应保证接管标的公司后的半年（“过渡

期”）内标的公司及宿迁门店平稳运营（包括但不限于维持人员稳定、商品销售及合

同的履行等）。若涉及针对甲方接管前标的公司全职员工的辞退、合同的提前终止、

商品和服务的选品及销售策略的转型等事宜，甲方应与乙方提前友好协商确定有助

于标的公司业务运营的方案。 

3、违约及其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除不可抗力（其中包括法律法规、政策和政府审批或者登记程序的临时



变更）因素外，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则构成违约，违约方

应赔偿因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2）尽管有上述约定，若甲方未按照本协议支付增资款，每逾期一日，甲方

应按照增资款的万分之三向标的公司支付违约金。若延期付款超过 30日的，标的公

司或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本协议自标的公司或乙方向甲方发出通知之日起立即终

止。若标的公司未按照本协议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甲方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导

致无法按时完成的除外），每逾期一日，标的公司应按照增资款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且应自逾期之日起的 30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践行“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加快时尚服饰产

业布局”战略规划迈出的重要一步。根据年初制定的《2018-2022 年发展战略规划

纲要》，未来五年，公司将以步森过去三十年积累的男装服饰业务为起点，充分利用

公司在服饰产业多年积累的资源和竞争优势，以时尚服饰为核心大力布局时尚产业

整合发展新零售业务。在新零售改革浪潮的背景下，本次公司投资宿迁京东之家将

有利于公司加快上述时尚服饰产业的布局，积极拥抱新零售时代的到来。 

（2）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联手京东打造京东步森-时尚生活体验馆的新尝试，

尝试与京东在供应链和产品、库存、货物领域实现有效整合。上述体验馆的运营中

除了服饰销售之外，还将引入 3C产品、图书、西装定制等多业态服务，借助京东基

于消费者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公司零售领域的“空间重

构”与“场景升级”。 

（3）整体而言，本次对外投资，能够有效突破传统服饰店运营瓶颈，提高主营

业务的经营效率和坪效，提升公司销售规模和利润水平，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对

公司发展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2、存在的风险及风险提示 

（1）本次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要工商管理等监管



部门登记或备案，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考虑到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本

次孙公司对外投资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开展方面的风险。未来公司将及

时关注宿迁京东的经营运作情况，积极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防范和控制风险。 

（3）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麦考利、华屹数码签订的《关于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协议》； 

3、公司与京东、城市传媒及宿迁京东签订的《关于宿迁京东之家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