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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入股宝武水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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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下属公司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有限”）、宝钢湛

江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江钢铁”）、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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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公司宝钢工程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工程”）、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马钢股份”）共同向中国宝武下属公司宝武水务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水务”）增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相同

类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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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宝钢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武钢有限、湛江钢铁、梅钢公司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宝武下属公司宝钢工程、马钢股份共同向中国宝武下属

公司宝武水务增资。本次增资前，宝武水务的股东为中国宝武、马钢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钢集团”）、宝武碳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碳业”）、宝钢化工湛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宝化湛江”）、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因马

钢集团、武钢集团、宝钢工程、马钢股份、宝武水务的实际控制人均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宝武，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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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相

同类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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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控股股东，注册地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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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大道 1859 号，注册资本：

5279110.100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

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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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德荣。 

2020年末，中国宝武总资产 10,140.7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2,937.75亿元；2020年，营业收入 6,737.39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50.38亿元。 

2.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马钢（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子公司，注册地址：马鞍

山市雨山区九华西路 8号，注册资本：666628.039476万人民币，主

要经营范围：资本经营；矿产品采选；建筑工程施工；建材、机械制

造、维修、设计；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国家限制的项目除外）；物

资供销、仓储；物业管理；咨询服务；租赁；农林业。（限下属各分

支机构经营）（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法定代表人：丁毅。 

2020 年末，马钢集团总资产 1,094.7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261.25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 1,202.65 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5.51亿元。 

3.武钢集团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子公司，注册地址：武汉市友谊大

道 999号，注册资本：473961.000000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厂

区、园区、城区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商业配

套及产业园租赁业务；园区产业服务；公寓经营管理；酒店管理；提

供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经营咨询和技术、信息服务。（依法须经

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法定代表人：

周忠明。 

2020年末，武钢集团总资产 1,071.7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265.10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 382.97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0.99亿元。 

4.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宝武子公司，注册地址：上海

市宝山区铁力路 2510 号，注册资本：283337.000000 万人民币，主

要经营范围：冶金、建筑、装饰及环保工程设计、工程总承包；化工

石化医药、市政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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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设计、设备成套及管理、工程、投资技术服务及咨询；工程结算审

价；环境评价、城市规划；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

口。法定代表人：陆鹏程。 

2020 年末，宝钢工程总资产 95.8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37.60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 91.4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6.53亿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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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68.118600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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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理及废汽车回收

拆解（仅限于本公司废汽车回收）；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建筑安装，

建筑装饰（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技术、咨询及劳务服务。法

定代表人：丁毅。 

2020年末，马钢股份总资产 807.1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283.86 亿元；2020 年，营业收入 816.1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19.83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与关联人共同增资宝武水务 

2.交易标的：宝武水务股权 

3.宝武水务为中国宝武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设立，定位为中

国宝武水务及大气治理专业化公司，业务涵盖焦化废水处理、冷轧废

水处理、全厂综合废水处理、大型循环水治理、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业园区废水处理、城市污水治理、大气治理以及环保产品等领域。本

次增资前，宝武水务的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宝武 50,000 54.36% 

马钢集团 23,036 25.04% 

宝武碳业 12,329 13.40% 

宝化湛江 4,134 4.50% 

武钢集团 2,479 2.70% 

合计 91,97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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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宝武水务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 1508 号 1 幢，注

册资本：91978.710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水处理设备

和环境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智

能水务软件系统开发；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处理、环境工程和给

排水的规划、设计和咨询；环境工程、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

机电安装；环境保护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限分支机构）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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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水处理及环境工程设施的运营和维护；

水质污染物检测及检测仪器仪表制造（限分支机构）、销售；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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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严华。 

5.宝武水务主要财务指标：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2020年末，宝武水务总资产 15.9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8亿元；2020年，营业收入 13.6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51亿元。 

2021 年 6 月末，宝武水务总资产 36.9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7.79亿元；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20.38亿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62亿元。（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增资总额 

宝钢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武钢有限、湛江钢铁、梅钢公司，马钢股

份以各自持有的水处理系统资产，宝钢工程以现金，以非公开协议方

式共同增资宝武水务。 

本次增资总额 21.73 亿元，其中宝钢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武钢有

限、湛江钢铁、梅钢公司合计增资 14.79 亿元，马钢股份增资 6.61

亿元，宝钢工程增资 0.33亿元。各家公司出资资产及增资额见下表： 

单位：万元 

出资主体 拟出资资产 增资额（预估） 

宝钢股份 
1420/1550冷轧、1730冷轧、2030冷轧及硅钢四

期废水处理，生活污水集中站等 
71,746 

武钢有限 
冷轧、硅钢废水处理，明渠沿线，综合废水及防

汛排渍等 
40,998 

湛江钢铁 
1550冷轧废水站、废水深度处理系统、2030冷轧

废水站、废水深度处理系统等 
29,214 

梅钢公司 冷轧废水站及废水管廊等 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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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及其 

下属公司合计 

 
147,867 

马钢股份 以相关水处理资产 66,130 

宝钢工程 现金 3,294 

本次增资合计 
 

217,291 

注：上述增资额以最终经备案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 

2.持股比例 

以宝武水务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考虑增资日至基准

日账面净资产变动确定，预计到增资日宝武水务净资产价值为 12.83

亿元（每股净资产 1.3949元）。 

本次增资总额 21.73 亿元，按 1.3949 净资产折算比例，15.58

亿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6.15亿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宝武水务注册资本变更为 24.78亿元，宝钢股

份及其下属公司（武钢有限、湛江钢铁、梅钢公司、宝武碳业及宝化

湛江）合计持股 49.43%。各家公司增资前后股权比例见下表： 

单位：万元 

 

 

 

 

 

 

 

 

 

 

 

 

注：（1）增资额以最终经备案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2）评估基准日至实

际出资日拟出资资产、宝武水务净资产账面价值变动由资产占用方或原股东享有

或承担；（3）持股比例以宝武水务最终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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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增长，2020 年节能环保产业产

值突破 9万亿元。环保产业主要覆盖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

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和环境监测四大细分领域，其中水污染治理

占比 37.3%，占比最大，大气污染防治约占比 12.2%。根据前瞻产业

研究院预测，我国工业废水处理市场规模将保持快速增长，到 2024

年有望突破 3,500亿元，预计未来五年内钢铁全厂废水新建和深度处

理改造市场规模超过 100亿元。宝武水务作为集团内水（气）治理专

业平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国家各项环保政策法规的出台，环保标准日益提升，环保产

业专业化、集中化运营将成为趋势。废水处理业务及资产整合进入宝

武水务，能够进一步精干主体、促进公司资产和运营效率的提升，通

过宝武水务专业化保供服务，有利于公司更加专注于钢铁主业，贯彻

“简单、高效、低成本、高质量”的经营理念。公司水处理业务和资

产的注入，也有利于宝武水务扩大规模，优化资源配置，可形成水处

理产业链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宝武水务大力拓展社会化服务，

做大做强，公司可以分享水处理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获得投资回报

并分享资本价值。 

六、关联交易风险与对策 

参股宝武水务后，本公司向宝武水务采购水处理服务，不会增加

额外的风险。 

宝武水务目前处于运营初期，历史积累较少，目前正积极整合集

团内水处理业务及资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存在一定风险。对此，

该公司依托中国宝武、宝钢股份等相关体系增强其经营风险防范能

力，充分利用中国宝武信誉和资源，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引入战略投

资，加大外部业务拓展，提升盈利能力，加强管理和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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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1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宝钢股份、武钢有限、湛江钢铁及梅钢公司增资入股宝

武水务的议案》。关联董事侯安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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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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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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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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