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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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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超出预计金额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在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www.neeq.com.cn）上发布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2019 年 4 月 16 日，

发布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因业务发展需

要，公司拟新增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现新增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 年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向关联方采购商品（资产）/接受服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预计金额（万元） 

南京天芯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等 10 

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等 600 

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废旧物资等 300 

合计   910 

（二）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预计金额（万元）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及其子公司 销售钢材等 1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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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钢材等 5,150 

江苏南钢特殊钢有限公司 销售钢材等 1,000 

合计  16,483 

（三）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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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宝股份 

注：公司关联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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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收取一定

的担保费用，根据公司 2019 年的借款需求，预计 2019 年度需向关联方支付的担保费用为

200 万元，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2 亿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新增预

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范金城、钱顺江、徐林、徐兴为

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已不足三人，根据《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之规定，本次会议仅就关联

交易进行讨论，直接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天芯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 399 号阜康园区 527 幢一单元 201

室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雄州南路 399 号阜康园区 527 幢一单元

2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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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孙茂杰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1,000 万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系统集成、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业务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国家批准设置的特定职业和职业标准范

围以外的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增值电信业务（须取得

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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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卸甲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卸甲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长林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

维修（以上各项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水路、公路、铁路货运、船舶

代理；网上商务咨询；网上贸易代理（不得从事电信增值、金融业务）；装卸服

务；仓储服务；钢材、钢坯、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炉料、木材、建筑材

料、耐火材料、煤炭、焦炭、矿石、润滑油、车船配件、车辆及车辆用品、机械

设备、橡胶制品、轮胎、船舶及船舶用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汽车销售；

矿石加工；废旧物资回收及综合利用；船舶维修保养与租赁；汽车租赁；船舶租

赁、维修、保养；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提

供劳务服务；建设工程设计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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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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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范桥乡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范桥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朱平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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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住所：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注册地址：4th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企业类型：公众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100 万欧元 

主营业务：（1）通过 Club Med SAS 及 Club Med Joyview 运营的度假村；（2）

开发、运营及管理的旅游目的地，包括设于中国海南省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的旅

游目的地三亚亚特兰蒂斯、太仓项目及丽江项目以及为第三方管理的旅游目的地；

（3）基于不同旅游及度假场景的服务及解决方案。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阳高新区长江大道 285 号  

注册地址：安阳高新区长江大道 2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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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翟文 

实际控制人：瞿晨旭  

注册资本：7,575.76 万 

主营业务：生态环境材料、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高延性冷轧带肋

钢筋、钢筋、钢筋焊接网生产、销售；电器柜组装；电器设备、钢材、建材、铁

粉销售；机电产品设计、技术服务、咨询；进出口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进出

口业务除外）。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苏南钢特殊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长鑫路 36 号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长鑫路 3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明 

实际控制人：杜军  

注册资本：1,000 万 

主营业务：钢材研发、销售；金属材料及制品、金属炉料、建筑材料、机械

设备及零部件、仪器仪表、焦炭、耐火材料、电子产品、电工器材、五金交电、

橡胶制品、木材、化工产品、润滑油销售；冶金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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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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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注册资本：107,362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耐火材料制品、

普通机械制造；炼钢技术咨询、推广服务；项目投资管理服务；冶金原材料、五

金交电、橡胶制品、木材、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提供劳务服务；

保洁服务；停车服务（限经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会务服务；洗染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住宿、制售中餐、美容美发服务、机动车维修服务，

以上项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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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企业类型：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4,424,365,457 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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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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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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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企业类型：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85,000 万元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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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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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劳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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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一新 

实际控制人：郭广昌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钢材销售；实业投资；提供劳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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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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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关系 

南京天芯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股东江苏金恒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孙茂杰，为公司的关联方。 

江苏南钢鑫洋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为公司股东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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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安徽金安矿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公司的关联方。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董事钱顺江任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徐林任安阳

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徐兴任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南钢特殊钢有限公司 25%股

份，江苏南钢特殊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股东杜军，江苏南钢特殊钢有

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南京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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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一新任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南京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南钢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8,762.5 万股股份，通过子公司南

钢发展和金恒科技间接持有本公司 2,237.5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2.92%。

南钢股份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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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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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作为定价的依据；对于确实无法采用前述方法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担保方为公司业务提供担保，参照市场价格收取担保费用，不需要公司提供

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无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与资源，保证公司的采购成本、开拓公司销售渠

道，实现公司经济效益最大化。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经营，

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受到关联交易的影响，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