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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429         证券简称：钢宝股份       主办券商：华林证券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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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本次关联交易是对公司 2017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确认。 

一、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17 年实际发生额 2016 年实际发生额 关联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接受

劳务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34,014,234.41 1,013,147,478.13 采购钢材等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107,135,990.22 33,890,405.32 采购钢材等 

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

公司 
2,143,383.38 743,242.03 采购废钢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9,181,895.18 4,391,289.79 接受劳务 

南京鼎坤汽车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 
8,823.4 7,484.28 接受劳务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757,075.48 188,778.78 接受劳务 

无锡南钢金鑫钢材销售

有限公司 
84,199,670.08 62,583,554.80 采购钢材 

南京金腾钢铁有限公司 960,604.03 201,960.51 采购废钢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811.97 6,237.90 接受劳务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 
34,507,785.45 - 采购钢材 

安徽金元素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52027.68 - 采购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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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

贸易有限公司 
43,345,412.94 - 采购铁精粉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20,036,192.56 113,734,057.94 销售炉料 

南京金腾钢铁有限公司 864,732.40 4,417,868.38 销售废钢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459,359.53 4,368,346.89 销售炉料 

上海南钢物资销售有限

公司 
710,904.73 - 销售钢材 

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

公司 
- 63,406.37 销售钢材 

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 - 65,674.66 销售钢材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731,581.20 125,726.50 销售钢材 

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

公司 
- 57,309.59 销售钢材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 
143,588.21 - 销售钢材 

安徽金元素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236,179.14 - 销售钢材 

向关联方支

付资金占用

费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8,752,511.99 4,967,197.81 资金占用费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353,558.33 - 借款利息 

向关联方承

租资产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2,376,652.51 2,511,028.57 资产租赁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37,100.00 264,197.14 资产租赁 

在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存

款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16,509,600.07 - 存款 

在关联人的

财务公司贷

款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30,000,000.00 - 贷款 

(2)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南钢

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

有限公司 

10,000,000.00 2017.3.21 2018.3.20 否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2017.09.22 2018.10.0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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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0,897.7457 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一般危险化学品、3类易燃液体、

4 类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5 类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

物、6 类第 1 项毒害品（不含剧毒品，不含农药）、8 类腐蚀品（所

有类项不得储存）的批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钢压延加工产

品及副产品的销售；焦炭及其副产品生产；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

理；钢铁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废旧金属、物资的回收利用；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品业务；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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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1,900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卸甲甸；法

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在存续公司的

生产能力内生产经营）；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焦炭

及其副产品生产；自产产品销售；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钢铁

技术开发服务；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安装；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

计算机系统服务；其他印刷品印刷、内部资料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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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股东，现持有本公司 1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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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3、南京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7,963.72 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法

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钢材、钢坯、

其它金属材料及其副产品的销售；自产产品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

料生产；机械加工；冶金铸造；钢铁产业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机械设

备修理、修配；开展技术合作、来料加工；装卸、搬运；废旧金属的

回收、利用；计算机系统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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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560 万元；住所：宿迁市宿豫经济开发区；法定

代表人：林国强；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加工钢铁棒材、型钢、金

属结构件；冶金技术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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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分

销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类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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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宿迁南钢金鑫轧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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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5、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科创

大道 9 号 A5 栋五层；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计算机、自

动化、智能化、通信、机电一体化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集成及技术服务；计算机与网络工程、自动化工程、智能

化工程、通信工程的设计、安装、集成及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技术培训服务（不含

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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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1,000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27%，本公司董事徐林、钱顺江任金恒科

技董事。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6、南京金腾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80 万美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宁钢路 89

号；法定代表人：林国强；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电炉钢连铸小方坯以

及线材、角钢、园钢、螺纹钢；冶金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其他相关

的生产工艺技术培训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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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金腾钢铁有限公司为南钢股份全资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有

限公司和南钢发展的合资子公司，本公司董事钱顺江任金腾钢铁董

事。金腾钢铁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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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南京鼎坤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住所：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卸甲甸；法

定代表人：卢晓峰；经营范围：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维修）。汽车

配件及辅材、钢材、机械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冶金

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冶金机电设备销售；汽车租赁及陪驾服

务，提供旧车交易中介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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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鼎坤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为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8、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住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西区创

业园广益一街 80 号；法定代表人：洪光涛；经营范围：销售金属材

料、金属制品、金属矿石、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建筑材料、汽车配件、摩托车（三轮除外）、电气机械、五金交电、

服装、针纺织品、工艺品（不含文物）、橡胶制品；仓储保管；技术

推广；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

到商务委员会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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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9、无锡南钢金鑫钢材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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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万元；住所：无锡市滨湖区华庄街道华苑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朱定华；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通用机械及零部件、仪

器仪表、焦炭、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冶金技术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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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南钢金鑫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南钢金鑫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 

10、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5,000 万元；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法定代

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氧[压缩的]、氮[压缩的]、氩[压缩的]、

氧及医用氧[液化的]、氮[液化的]、氩[液化的]的生产及自产产品销

售；钢铁冶炼、钢材轧制、自产钢材销售；耐火材料、建筑材料生产；

自产产品销售；装卸、搬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矿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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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东。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1、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范桥乡；法

定代表人：朱平；经营范围：霍邱县草楼铁矿采矿、选矿及铁精粉的

生产、销售（该公司原为内资公司，2004年 12月 7日成立，2006年

7月 24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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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为为南钢股份全资子公司香港金腾国际

有限公司和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资子公司。安徽金安矿业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2、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 288号

3302、3308 室；法定代表人：黄一新；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或技术除外）；机械设备、零部件、仪器仪表、金属材料、焦化副产

品、冶金炉料、耐火材料、建筑材料（不含油漆）、冶金机电设备及

材料、零部件销售；煤炭批发与零售；技术服务；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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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为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3、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江宁路 1158 号

1602A、B、C 室、1603A 室；法定代表人：张厚林；经营范围：对成

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成员单位的委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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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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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

司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本公司董事钱顺江

任复星财务公司董事，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4、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074.980200万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园丰

路 68 号 5 楼；法定代表人：朱军红；经营范围：计算机技术专业领

域内的“四技”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销售金属材

料、金属制品、铁矿产品、生铁、钢坯、焦炭、卷板、铁精粉、有色

金属（不含贵重金属）、建材、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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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

材料、汽摩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通讯器材、港口

装卸机械设备及零部件；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

限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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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15、安徽金元素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30.000000万人民币；住所：来安汊河经济开发区

荣华路 42 号；法定代表人：傅广兵；经营范围：金属复合材料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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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废钢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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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金元素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实质受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控制，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6、上海南钢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0000万人民币；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

559号 W-198室；法定代表人：朱定华；经营范围：金属材料、机电

产品、化工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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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建筑材料、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的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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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南钢物资销售有限公司是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 

1、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框架协议，交易事项存在政府定价的，

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存在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

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

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

交易价格；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

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既无独

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

理的构成价格（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的依据；对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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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无法采用前述方法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2、资金占用费的定价依据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

上浮 10%确定，由公司向南钢股份支付。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控股股东为保证股东利益，同时保持与公司的核算独立，一方面考虑

到公司运营资金紧张，对货款结算延长信用期；另一方面为保证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利益，对货款延期支付收取货款资金占用利息。该

资金占用费在 2017 年末按照每个月应收货款余额加权平均进行结

算。 

（二）公允性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在市

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

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依托于南钢开展钢材尾材网上销售业务，目前为国内最大的

网上尾材销售平台，尽管公司正在与国内各大钢铁生产企业开展长期

业务合作，但关联方拥有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公司

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与其发生业务往来，通过该等关联交易为公司生

产经营服务及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租赁土

地系用作公司持续经营之场所；资金占用费系公司控股股东支持公司

发展需要，缓解公司运营资金压力，并保持双方经营独立。故上述关

联交易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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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公司通过积

极拓展客户，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