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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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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对外投资已披露概况 

2018年 4月 1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增资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参与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德银卡通”）第二

轮增资，公司作为意向增资人，拟认购股权 4600 万股，增资价格为

6.5 元人民币/股，投资总额为 2.99 亿元人民币。本次股权投资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进入洽谈商议阶段，尚未最终签署正式协议，故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在增资协议签署生效且杉德银卡通完成本轮增资的

工商登记后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公告。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司与标的公司杉德银卡通、杉德银卡通实

际控制人沈树康签订了增资协议。增资方案为：杉德银卡通注册资本

由88,457.9220万元增加至108,057.922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9,600

万元由宁波杉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强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以货币资金进行出资，其中：宁波杉瑞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杉德银卡通新增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本公司认缴杉德银卡通新增注册资本 4,600 万元。 

本次增资价格，参考增资方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按

人民币 6.5 元每股（每注册资本元）计，并报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以 29,900万元认购杉德银卡通 4600万元

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 4,600 万元计入杉德银卡通注册资本，其余

25,300 万元计入杉德银卡通资本公积。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增资前持股

份额（万股） 

增资前持股

比例 

新增股权份

额（万股） 

增资后持股份

额（万股） 

增资后持股

比例 

杉德巍康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 
46,153.8462 52.1760% / 46,153.8462 42.7121% 

上海杉德金卡信息

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6,360.6227 18.4954% / 16,360.6227 15.1406% 

上海中叶善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00 6.7829% / 6,000 5.5526%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5,944 6.7196% 4600 10,544 9.7577% 

上海森昊软件服务

有限公司 
4,333.3334 4.8987% / 4,333.3334 4.0102%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792.789 3.1572% / 2,792.789 2.5845% 

上海科技创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2,673.324 3.0221% / 2,673.324 2.4740% 

桐乡申万泓鼎成长

三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66.6735 1.8841% / 1,666.6735 1.5424%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833.3333 0.9421% / 833.3333 0.7712% 

北京华创易盛资产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833.3333 0.9421% / 833.3333 0.7712% 

南通金玖惠通三期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66.6666 0.7537% / 666.6666 0.6170% 

北京信怡成长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0 0.2261% / 200 0.1851% 

宁波杉瑞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 / 15000 15000 13.8814% 

合  计 88,457.9220 100.00% 19600 108,057.9220 100.0000% 

    三、增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 

公司名称：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树康 

注册资本：88457.922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2 月 25 日 

经营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冠生园路 227 号 7 号楼 101室 

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POS机）设备销售、租

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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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 

姓名：沈树康；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沈树康先生现任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裁、杉德支付网

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曾任上海杉德金卡信息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树康先生系上海杉德金卡信息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杉德银

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杉德支付网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杉德巍康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杉德系公司的创始人。 

沈树康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 

（1）杉德银卡通成立于 2003 年 2 月，注册资本为 88457.922 万

元，经营范围：税控终端设备、银行卡终端（POS 机）设备销售、租

赁、维护，信息、计算机、银行卡软硬件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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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杉德支付网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德支付“）

成立于 2011 年 6 月，注册资金 34280.1 万元人民币，2017 年 11 月，

成为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支付业务

（详见许可证，凭许可证经营），为银行卡支付提供技术开发平台，

计算机、系统集成及基于支付系统的支付网络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调

试和管理，数据处理及相关技术业务处理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商务

信息咨询，佣金代理，通过员工服务卡体系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各种员

工福利相关的管理、策划及咨询服务，通过智能卡系统为企业提供市

场营销、管理策划以及咨询服务，市场调研，系统内职（员）工培训，

清洁服务，洗衣代收服务，物业管理，餐饮业管理，百货、礼品、办

公用品、家用电器、通信设备、计算机、建筑装潢材料销售，会展会

务服务，票务代理、酒店宾馆代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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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等方面的其他关

系的说明：公司持有杉德巍康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8.20%的股权，沈树

康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持有杉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9.5238%

股份，沈树康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持有上海杉德金卡信息系统

科技有限公司 11.79%股份，沈树康持有该公司股份。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杉德银卡通、沈树康签署的增资协议，本次增资的主



要条款如下： 

甲方：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杉德银卡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丙方：沈树康 

本次投资拟通过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方式进行，操作步

骤如下: 

增资价格：各方同意，参考目标公司以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为基

准日（以下简称“基准日”）的估值（即人民币 51.9 亿元），甲方按

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及程序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持有目标公

司部分股权，具体如下：目标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96 亿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057922 亿元。甲

方以人民币 2.99 亿元认购目标公司 0.46 亿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

0.46 亿元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2.53 亿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

公积。 

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召集目标公司股东审议本次投资事

宜并出具股东会决议批准本次增资。甲方与目标公司应按照工商登记

管理部门之要求办理手续。 

增资款的支付及支付期限：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将共计人民币 29900 万元的增资款一次性汇入乙方指定的账

户。如甲方逾期支付上述增资款超过 30 天，目标公司在向甲方发出

书面催款通知后甲方仍不付款的，目标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 

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在本协议约定的增资款全部支付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负责办理完成本次增资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甲方应积极配合，所需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前述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本次投资完成之日（简称：“投

资完成日”）。自本次投资完成之日起，甲方按新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

利并承担股东义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之股东权利和义务以

《公司法》及目标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本协议签署后，工商登记完成前，各方须完成：目标公司股东会



就本次甲方以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出具

相应同意/批准决议，制定并通过公司新章程。 

各方同意，目标公司原则上每年将可分配利润的 50%用于现金分

红，除非有其他资金安排，目标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经股东会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通过可降低分配比例或不分配。 

违约责任：如一方不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本协议而构成对本协议

的违约的情况下，违约引起的直接责任应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及合理性

原则由违约方承担。如果违约系各方造成，则各方应对其违约各自分

别承担其应负的责任。 

甲方救济措施，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若目标公司严重违反了本

协议的任何约定或本协议的特别约定事项或陈述保证事项，则： 

（1）导致甲方无法依据本协议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如有），并有权要求目标

公司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甲方无须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如有）而承担任何责任； 

（2）目标公司违反本协议约定行为，如果甲方没有选择终止本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如有），则目标公司有义务在甲方所要求的期限

内按照本协议的要求，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行为。 

投资完成日前，因目标公司已对外提供担保导致目标公司承担相

应担保责任，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目标公司同意赔偿甲方因此遭

受的相应损失。 

争议解决方式：凡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

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当

事人均可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适用的仲

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合同的生效：本协议经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除本协议另有规定

之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者解除应经本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方可

生效。 

公司将在杉德银卡通完成本轮增资的工商登记后及时披露本次



投资的进展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