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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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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标的及关联关系： 

增资标的是黄山沿浦弘圣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浦弘圣”）； 

沿浦弘圣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沿浦”）的参股公司

（上海沿浦的全资子公司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沿浦”）直

接投资了沿浦弘圣），沿浦弘圣是上海沿浦和黄山沿浦的关联方。 

 增资方：沿浦弘圣现有股东沈建忠、杨红卫及新投资者沈海鹰、余国泉。 

 增资用途：将用于沿浦弘圣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的建设: 

1.建设生产经营用的厂房(建设规模 3.6 万平方米) 

2.沿浦弘圣新产品新项目开发 

 增资标的注册资本变动情况及本次增资前后，增资方在沿浦弘圣的股份占比变动： 

1. 本次增资交易前，沿浦弘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0万元。黄山沿浦持有沿浦弘 

圣 27%的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为 1,296 万元； 

2. 本次增资交易完成后，沿浦弘圣注册资本将增加为人民币 6,900 万元（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暂未完成工商变更，最终以工商变更后为准）, 黄山沿浦将放弃本次对

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所以黄山沿浦不参与本次沿浦弘圣的增资。 

本次沿浦弘圣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 万元,黄山沿浦持有沿浦弘圣 18.87%的

股份，对应的注册资本为 1,296万元。 

 本次增资交易的性质： 

黄山沿浦将放弃本次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过去 12个月发生的交易统计： 



过去 12 个月，上海沿浦及子公司（含黄山沿浦）与沿浦弘圣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4,731.41 万元，包括了：从沿浦弘圣采购产品 46.60 万元，向沿浦弘圣销售产品

4,661.26 万元，向沿浦弘圣出租房屋租金收入 23.54 万元。以上全部为日常关联交

易，以上全部关联交易金额都在上海沿浦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对沿浦弘圣的关联交易的最高限额范围内。 

 本次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关联交易的审批： 

本次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都在上海沿浦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2020 年修正）》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及增资产生的背景 

1. 黄山沿浦弘圣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黄山沿浦弘圣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4,8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4MA2U77WGXM  

成立日期：2019 年 10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周建清 

住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环城西路 28 号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机电、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

服务；电子产品、橡塑制品、金属制品、模具的生产、组装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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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增资产生的背景： 

黄山沿浦弘圣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注册成立后运营至今，已经组建了一支稳

定的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管理团队，已经取得了ISO9001:2015认证证书和IATF 16949:2016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多种新产品新项目陆续已经开发成功并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随着沿浦弘圣各个已经开发成功的项目的量产在即及客户未来的新增产能规划，目前沿

浦弘圣公司租赁的厂房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经营需求，急需扩充规模。2021年初沿浦弘

圣已经向当地政府申请新购土地 30.41亩，得到了黄山市徽州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

2021 年 9月，沿浦弘圣已经支付完毕全部 30.41亩土地的购买价款，2022 年 10月中旬已经

取得了施工许可证，新厂房已经开始建设。 

因此，为了推进厂房建设和新产品开发工作，沿浦弘圣计划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

4,800 万元增加到 6,900万元，由相关股东按照约定的金额和出资比例增资。 

（二）沿浦弘圣的本次增资方及原股东黄山沿浦将放弃本次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沿浦弘圣现有股东沈建忠、杨红卫及新投资者沈海鹰、余国泉将合计增资 2100万元。 

黄山沿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将放弃本次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黄山沿浦本次不对沿浦

弘圣增资，黄山沿浦放弃本次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上海沿浦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的参股公司增资及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建清、

张思成（两位都是沿浦弘圣的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6 名赞成，占全体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0 名反对；2 名回避。 

同日，上海沿浦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表决结

果：3名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参股公司增资及黄山沿浦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关联方简介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增资标的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股东姓

名 

本次增资交易前 本次增资交易后 本次增资交易 

认缴出

资额

（万

元）） 

认缴出

资比例 

出资方

式 

认缴出

资额（万

元）） 

认缴出

资比例 

出资方

式 

认缴出资额

增减（万元） 

投资金额增

减（万元） 

黄 山 沿

浦 金 属

制 品 有

限公司 

1,296 27.00% 货币 1,296 18.78% 货币 0 0 

史培俊 1,296 27.00% 货币 1,296 18.78% 货币 0 0 

沈建忠 438 9.125% 货币 838 12.14% 货币 400 800 

吴景璐 768 16.00% 货币 768 11.13% 货币 0 0 

杨红卫 426 8.875% 货币 726 10.52% 货币 300 600 

谢叶金 576 12.00% 货币 576 8.35% 货币 0 0 

沈海鹰 0 0.00% 货币 700 10.14% 货币 700 1,400 

余国泉 0 0.00% 货币 700 10.14% 货币 700 1,400 

合计 4,800 100.00%  6,900 100.00%  2,100 4,200 

 

（二）增资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2年 9月末总资产 4,701.90 万元，净资产 1,180.35 万元，2022

年 1-9月净利润-526.31万元，2022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止 2021 年末总资产

3,638.69 万元，净资产 1,706.66 万元，2021年 1-12月净利润-661.89万元，2021年财务数

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关联关系及认定依据 

因沿浦弘圣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上海沿浦关联自然人周建清

和张思成担任沿浦弘圣的董事，因此上海沿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月修订）》及谨慎性原则认定沿浦弘圣属于上海沿浦的关联方，本次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

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 



四、过去 12 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统计及本次黄山沿浦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

审批情况 

1、过去 12 个月，上海沿浦及子公司（含黄山沿浦）与沿浦弘圣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4,731.41万元：分别是：从沿浦弘圣采购产品次数为 5次，交易金额为 46.60万元，

向沿浦弘圣销售产品次数为 38 次，销售金额 4,661.26 万元，出租房屋给沿浦弘圣：

过去 12个月租金合计收入 23.54万元。以上交易全部为日常关联交易，以上全部关联

交易金额都在上海沿浦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沿浦弘

圣的关联交易的最高限额范围内。 

2、本次黄山沿浦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在上海沿浦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提供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证券服务

机构对交易标的出具的审计或者评估报告。 

3、本次黄山沿浦放弃对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正）》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五、沿浦弘圣公司本次增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沿浦弘圣公司的本次增资是为了加速沿浦弘圣公司的发展建设，增强其资本实力，有利

于提高其资信程度和抗风险能力及科研实力，以尽快实现投资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沿浦弘圣仍然是上海沿浦公司的参股公司，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发生变更，符合上海沿浦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不会对上海沿浦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影响上海沿浦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上海沿浦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黄山沿浦本次放弃参股公司黄山沿浦弘圣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资金计划安排及整体发展规划，在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放弃

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黄山沿浦本次放弃参股公司沿浦弘圣增资优先认购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资金计划安排及整体发展规划，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开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