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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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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宝钢股份”）及

其控股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信软件”）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宝武”）及其下属控股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

钢股份”）、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一钢铁”）、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钢松山”）、宝武集团

鄂城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城钢铁”）、欧冶云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欧冶云商”）共八家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欧冶工业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冶工业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现金出资 2.45 亿

元，与中国宝武及其下属控股公司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马钢集团”）、韶钢松山、鄂城钢铁等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宝武原料供应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宝钢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宝信软件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宝武

及其下属控股公司马钢股份、八一钢铁、韶钢松山、鄂城钢铁、欧冶

云商共同投资设立欧冶工业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现金出资 2.45

亿元，与中国宝武及其下属控股公司马钢集团、韶钢松山、鄂城钢铁

等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宝武原料供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亿元，关联

交易累计金额未达到宝钢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关联方介绍 

1.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 1859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5,279,110.1万元，主要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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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展有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业务，法定代表人：陈德荣。 

2019年末，中国宝武总资产 8,621.9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735.02 亿元；2019 年，营业收入 5,522.06 亿元，利润总

额 345.3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0.44亿元。 

2.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宝武，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九华西路

8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770,068.1186万元,主要经营范围：黑色金

属冶炼及其压延加工、焦炭及煤焦化产品、耐火材料、动力、气体生

产及销售；码头、仓储、运输、贸易等钢铁等相关的业务；钢铁产品

的延伸加工、金属制品生产及销售；钢结构、设备制造及安装；技术、

咨询及劳务服务，法定代表人：丁毅。 

2019年末，马钢股份总资产 863.2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69.33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 782.63亿元，利润总额 22.9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28亿元。 

3.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为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宝武，注册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曲

江区马坝，注册资本：人民币 241,952.44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制

造、加工、销售钢铁冶金产品、金属制品、焦炭、煤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技术开发、转让、引进与咨询服务，法定代表人：李

世平。 

2019 年末,韶钢松山总资产 171.7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79.99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 291.43亿元，利润总额 19.4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24亿元。 

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宝武，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

头屯河区新钢路，注册资本：人民币 153,289.7870万元，主要经营

范围：钢铁冶炼、轧制、加工、销售；煤焦油、粗苯、氨溶液（含氨

大于 10%）、煤气生产、销售；企业自备车过轨运输；医用氧生产、

销售；压缩、液化气体（氧气、氮气、氩气）的生产及销售（在许可

证有限期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黑色金属材料、冶金炉料、冶金设备

及产品（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除外）、建筑材料、空气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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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气体的销售、焦炭及煤焦化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机械加工、金

属制品及钢铁冶炼、轧制、加工的技术咨询服务等，法定代表人：沈

东新。 

2019年末，八一钢铁总资产 194.9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41.50 亿元；2019 年，营业收入 206.12 亿元，利润总额 1.1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1亿元。 

5.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 

宝武集团鄂城钢铁有限公司为武钢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宝武，注册地址：鄂州市鄂城区武昌大道 215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599,8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冶金产品及副产品；

冶金矿产品和钢铁延长产品；建筑材料、冶金辅助材料、成套冶金设

备、机电设备、电信设备、仪器仪表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炼焦生产及销售；废钢加工及销售；工

业技术开发、咨询服务；产品及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等，法定代表人：王素琳。 

2019年末，鄂城钢铁总资产 160.1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45.14 亿元；2019 年，营业收入 194.23 亿元，利润总额 9.0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8.14亿元。 

6.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的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上

海市宝山区漠河路 600弄 1号 5层 A501-A507室，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仓储服务（除

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第三方物流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及发布；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冶金材料、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

售（专项审批除外）；金属材料及制品的剪切、加工以及配套服务；

再生物资的回收、利用、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定

代表人：赵昌旭。 

2019年末，欧冶云商总资产 238.2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37.15 亿元；2019 年，营业收入 524.25 亿元，利润总额 0.5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34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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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名称核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亿元 

注册地：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路 1269号 216幢 1150室（暂定） 

经营范围：工业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供应链管理与服

务，供应链结算配套服务等。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宝钢股份、宝信软件、中国宝武、马钢股份、八一钢铁、韶钢松

山、鄂城钢铁、欧冶云商共八家公司以非货币性资产及现金共同投资

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0 亿元，其中：宝

钢股份、马钢股份、八一钢铁、韶钢松山、鄂城钢铁等五家钢铁公司

均以其持有的库存资产按评估价值出资，不足部分以现金出资；中国

宝武、宝信软件均以现金方式出资；欧冶云商以其持有的上海欧冶采

购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按评估价值出资，不足部分以现

金出资。 

宝钢股份及宝信软件合计出资 16.6亿元，持有欧冶工业品 41.5%

股权，其中：宝钢股份出资 13.6亿元，持股比例 34.0%，原则上以 2

年以内的工业品存货资产经备案后的评估价值作价出资（目前预估为

10.8亿元），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宝信软件出资 3亿元，全部

为现金出资，持股比例 7.5%。 

各家公司出资额及股权比例详见下表：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欧冶工业品定位为设备资材采购的平台化服务供应商，通过集团

内工业品相关管理和服务资源、能力整合，形成集约化采购资源优势，

从而实现中国宝武资材备件采购的共享协同和效率提升，实现优化采

购成本、提高供应链服务质量、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目标，同时在依

托钢铁优势品类基础上，通过外延生态性发展，构建钢铁生态交易圈，

体现其工业品交易领域的商业与资本价值。 

  合计 
宝钢

股份 

宝信

软件 

中国

宝武 

马钢

股份 

八一

钢铁 

韶钢

松山 

鄂城

钢铁 

欧冶

云商 

出资金额

（亿元） 
40 13.6 3.0 10.0 4.4 0.8 2.4 0.8 5.0 

股权比例

（%） 
100 34.0 7.5 25.0 11.0 2.0 6.0 2.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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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参股欧冶工业品，通过开放共享、平台化运营，可以降低

采购成本，进一步强化供应保障、应急服务，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欧冶工业品成立后，本公司将委托欧冶工业品开展采购业务，发

生关联交易。本公司与欧冶工业品之间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待其正式

成立后，按照相关法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 

六、关联交易风险与对策 

参股欧冶工业品后，本公司设备资材采购管理职能及采购管理运

行体系维持不变，不会增加额外的风险。 

欧冶工业品运营期间可能存在采购、销售、存货、资金、合同管

理、信息系统管理等业务流程的内控风险。对此，该公司在设计业务

流程、制定管理制度时，将充分考虑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授权审批

控制、财产保护控制、预算控制、运营分析控制和绩效考评控制等方

面的要求，加强管理，防范风险。 

欧冶工业品运营期间可能会面临市场变化带来的各类经营风险、

集中采购业务资金占用运营现金流不足、呆滞库存累积与存货跌价损

失等风险。对此，该公司在依托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等相关体系增强

对经营风险的防范能力基础上，通过建立并完善市场分析体系、精细

化运作与系统预警，调整基础业务模式、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利用融

资工具、引入战略投资，优化备库机制与品类结构、精准备库等进行

管理和风险防范。 

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联

董事张锦刚、姚林龙、罗建川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

本议案。 

（二）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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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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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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议案。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日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