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968        证券简称：宝钢包装        公告编号：2021- 037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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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北京金石鸿汭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石鸿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以人民币 6,726.33 万元收购石鸿汭持有的佛山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

山宝钢制罐”）2.49%股权、哈尔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宝钢制

罐”）2.49%股权、河北宝钢制罐北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宝钢制罐”）2.49%

股权和武汉宝钢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宝钢包装”，与佛山宝钢制罐、

哈尔滨宝钢制罐、河北宝钢制罐合称“标的公司”）2.49%股权（以下合称“标的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石鸿汭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除已披

露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佛山宝钢制罐、哈尔滨宝钢制罐、河北宝

钢制罐、武汉宝钢包装少数股东所持 47.51%股权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完成股份发行的相

关登记手续，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2021-006 号)），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

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无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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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重要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基于公司的长远经营发展规

划，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收购金石鸿汭持有的标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标的公司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整合产业资源，进一步深

化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石鸿汭与公司股东三峡金石

（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同一控制的一致行动人，三峡金石（武汉）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除已披露

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佛山宝钢制罐、哈尔滨宝钢制罐、河北宝钢

制罐、武汉宝钢包装少数股东所持 47.51%股权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且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完成股份发行的相关

登记手续，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2021-006号)），没有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本次

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的审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石鸿汭与公司股东三峡金石

（武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受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同一控制的一致行动人，三峡金石（武汉）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金石鸿汭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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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金石鸿汭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北京金石鸿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 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

C 座 344 

执行事务合伙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 年 9 月 7 日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咨询；股权投资。（“1、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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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出资人 

合伙人

类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

伙人 

金石投资有

限公司 
10 0.02% 

有限合

伙人 

中信并购基

金管理有限
1,92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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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有限合

伙人 

深圳金晟硕

恒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58,000 96.77% 

金石鸿汭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1,726.98 万元，净资产为 61,726.98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724.85 万元，

净利润 2,090.03 万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佛山宝钢制罐 

企业名称 佛山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606797756007U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3,984.48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 年 1 月 22 日 

法定代表人 方春华 

营业期限 2007 年 1 月 22 日至 2027 年 1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 18 号 

经营范围 
设计、制造、销售：钢制两片罐、铝制两片罐、钢制冲杯件、

金属定型罐、钢制两片优化罐、金属精整坯、金属防锈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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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彩涂产品、金属盖及相关产品，对上述设计、制造、销

售的产品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销售金属材料；包装装潢印

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经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必须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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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佛山宝钢制罐 97.51%的股权，金石鸿

汭持有佛山宝钢制罐 2.49%的股权 

佛山宝钢制罐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113,555.54 万元，净资产为 83,189.29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0,275.54 万元，净利润 2,300.89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总资

产为 118,348.47 万元，净资产为 84,275.56 万元，202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28,386.07 万元，净利润 1,086.27 万元（经审计）。 

2、哈尔滨宝钢制罐 

企业名称 哈尔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230199300995484E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3,96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 方春华 

营业期限 2015 年 6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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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春晖路 28 号 

经营范围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设计、生产、销售：

铝制二片式易拉罐及相关产品与技术服务；销售：金属材料、

化工原料（不含易燃易爆品、危险品、剧毒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哈尔滨宝钢制罐 97.51%的股权，金石

鸿汭持有哈尔滨宝钢制罐 2.49%的股权 

哈尔滨宝钢制罐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77,638.59 万元，净资产为 41,439.14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6,384.13 万元，净利润 3,185.04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总资

产为 84,046.82 万元，净资产为 43,283.58 万元，202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745.14 万元，净利润 1,844.44 万元（经审计）。 

3、河北宝钢制罐 

企业名称 河北宝钢制罐北方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30281766643499C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 方春华  

营业期限 2004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遵化市通华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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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制造和销售钢制铝制两片罐盖及相关产品提供相应的技术服

务；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销售；包装装潢印刷；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河北宝钢制罐 97.51%的股权，金石鸿

汭持有河北宝钢制罐 2.49%的股权 

河北宝钢制罐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67,715.24 万元，净资产为 34,492.73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726.57 万元，净利润 1,672.28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总资

产为 80,922.96 万元，净资产为 35,348.04 万元，202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139.45 万元，净利润 855.30 万元（经审计）。 

4、武汉宝钢包装 

企业名称 武汉宝钢包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20116052008936B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41,187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 邬善福 

营业期限 2012 年 8 月 14 日至 2032 年 8 月 13 日 

注册地址 武汉市黄陂区罗汉寺龙兴街 118 号 

经营范围 
各类材质包装制品设计、加工、销售；各种材质包装材料的

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灌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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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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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武汉宝钢包装 97.51%的股权，金石鸿

汭持有武汉宝钢包装 2.49%的股权 

武汉宝钢包装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84,713.13 万元，净资产为 64,157.20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310.17 万元，净利润 2,228.34 万元（经审计）。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总资

产为 85,141.67 万元，净资产为 65,199.04 万元，2021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316.42 万元，净利润 1,041.84 万元（经审计）。 

 (二)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出

具的《河北宝钢制罐北方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

华评报字(2021)第 6271-01号）、《佛山宝钢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271-02 号）、《武汉宝钢包装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271-03号）、《哈

尔滨宝钢制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21)第 6271-04 号）（以下合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经过对两种评估方法结果进行必要分析后，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评估结论及作价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标的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 

评估基准日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购比例 

标的股权 

作价 

A B C=B-A D=C/A E F=B*E 

1 河北宝钢制罐 35,348.04 48,306.31 12,958.27 36.66% 2.49% 1,201.31 

2 佛山宝钢制罐 84,275.56 99,303.69 15,028.13 17.83% 2.49% 2,469.55 

3 武汉宝钢包装 65,199.04 73,199.30 8,000.26 12.27% 2.49% 1,820.37 

4 哈尔滨宝钢制罐 43,283.58 49,664.76 6,381.18 14.74% 2.49% 1,2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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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的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 

评估基准日 

账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购比例 

标的股权 

作价 

A B C=B-A D=C/A E F=B*E 

合计 228,106.22 270,474.06 42,367.84 18.57% 2.49% 6,726.33 

 

基于评估基准日，上述 4家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房

屋建筑物、在建工程、进口设备、土地等资产的评估增值所致。 

综上，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合计为 270,474.06

万元，标的股权作价合计为 6,726.33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公司拟与金石鸿汭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北京金石鸿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受让方：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股权：转让方分别持有的佛山宝钢制罐、哈尔滨宝钢制罐、河北宝钢制

罐、武汉宝钢包装 2.49%股权。 

转让对价及支付：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佛山宝钢制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为人民币 99,303.69 万元、哈尔滨宝钢制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9,664.76 万元、河北宝钢制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48,306.31 万

元、武汉宝钢包装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73,199.30 万元（即标的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合计为 270,474.06 万元，标的股权作价合计为

6,726.33 万元）。以此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最终确定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对人

民币 6,726.33 万元，具体如下： 

转让的标的股权 
交易对价 

（人民币万元） 

佛山宝钢制罐 2.49%股权 2,469.55 

哈尔滨宝钢制罐 2.49%股权 1,235.10 

河北宝钢制罐 2.49%股权 1,201.31 

武汉宝钢包装 2.49%股权 1,8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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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6,726.33 

协议签署后，受让方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所有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 

标的股权交割：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转让方将

配合标的公司在交割日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就本次交易及标的公司的章程修正案

提交工商变更登记，受让方同意将予以全力配合以完成该等变更。 

过渡期损益安排：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在由本次交易

完成后的股东享有。在交割日前，标的公司不会对滚存未分配利润进行任何形式

的分配。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过渡期”，不含交割日当月），标的公司

在过渡期实现的损益由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原股东按其各自持股比例享有

和承担。 

违约责任：双方均需全面、正确地履行本协议约定内容。任何一方对本协议

任何约定的任何形式的违反、违背、不遵守或不履行，均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

的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并应承担守约方为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

费、差旅费、公证费、财产保全费等）。 

协议的生效：本协议在经双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

盖公章，且于本协议首部载明的签订之日生效。 

协议的终止和解除：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解

除本协议。如本协议一方违反协议约定，致使守约方无法达到签订本协议的目的，

则守约的一方可以提前终止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影响其他方继续

履行本协议。守约方行使单方解除权后不影响该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的权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整合产业资源，进一

步深化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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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本次股权受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0 月 20 日，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全体监事一致

同意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整合产业资源，进一

步深化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开和公平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

权事宜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关于收购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长远经营发展规划所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标的公司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整合产业资源，进一

步深化协同效应，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关于此次

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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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六）公司与金石鸿汭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