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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

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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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分别

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服）增资

814,524,230.54 元，用于实施“数字外服”转型升级项目的募投项目。其中，

800,000,000.00 元用于增加实收资本，剩余 14,524,230.54 元注入资本公积。

同时，授权上海外服管理层后续确定另外两个实施主体上海外服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外服信息）和上海外服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云）的

增资方案并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1860号）核准，公司向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16,008,657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3.04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 960,666,317.28 元，扣除发行费用 28,929,251.15 元（不含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31,737,066.1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出具天职业字

[2021]40146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独立财务顾

问、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可抵扣进项税1,703,773.60元，实际可投入募投

项目的资金为930,033,292.53元。根据《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实际可投入募投项

目的资金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

号 

募集资金用

途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万

元） 

募集资金原计

划使用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实

际可使用金

额（万元） 

1 

“数字外

服”转型升

级项目 

上海外服、外服

信息、外服云 
125,322.94 96,066.63 93,003.33 

合计 96,066.63 93,003.33 

二、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数字外服”转型升

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外服、外服信息和外服云。为满足募投项目的资金需求，

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将募集资金 814,524,230.54 元以增资的方式

一次性注入全资子公司上海外服。增资金额中的 800,000,000.00 元用于增加实

收资本，剩余 14,524,230.54 元注入资本公积。同时，授权上海外服管理层后续

确定另外两个实施主体外服信息和外服云的增资方案并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 

本次增资后，上海外服的注册资本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加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上海外服 100,000 80,000 180,000 

三、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上海外服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4年 8月 8日 

法定代表人 李栋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655号 707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9850J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食品经营；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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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向外国企业驻沪机构提供聘用人员及服务，以服务外包

方式从事职能管理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和管

理，信息咨询，在海外投资开办或参股，物业管理，翻译服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包括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

医疗器械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和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基础和应用

软件服务，数据处理，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与执

行，商务及企业咨询与策划，投资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公关策划，承办各类会务及相关服务，接受金融企业委托、从事

业务流程外包、技术流程外包，电信业务，税务代理，企业登记

代理，提供客户人才档案管理、存储及相关配套技术服务；向国

（境）内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员）。（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1984年 8月 8日至不约定期限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上海外服 100%股权 

上海外服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1,277,316.30 1,273,340.98 

净资产 340,400.05 305,227.04 

营业收入   678,623.37 1,145,392.46 

净利润 34,982.87 58,422.59 

2、外服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3年 11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 高亚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20.0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科路 1358 号、环科路 999 弄 23

号 3层、4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082058416T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管理咨询，

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仪器仪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3年 11月 11日至 2023 年 11月 10日 

股权结构 上海外服持有外服信息 100%股权 

外服信息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3,333.13 2,183.06 

净资产 1,819.93 1,106.87 

营业收入 2,985.98 6,957.72 

净利润 733.06 1,428.53 

3、外服云 

公司名称 上海外服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 11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 毕培文 

注册资本 600.0000万元整 

注册地址 上海市曲阳路 1000号 15楼 1504、1505、1511、1512 室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7569643521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网络信息、计算机、系统集成科技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维修，企业

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商务信息

咨询(不含投资类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

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

服务），旅游咨询，票务代理，房地产经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

划，汽车租赁，销售代理，健身休闲活动，宠物服务（不含动物

诊疗)）；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

仪器仪表。日用百货，服装服饰，五金交电，针纺织品。化妆品，

文教用品，玩具，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电

子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食用农产品，第一类、第二类医

疗器械，劳动保护用品，珠宝首饰，母婴用品，消毒剂（不含危

险化学品），礼品花卉，医用口罩，宠物食品及用品，汽车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职业中介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食品经营；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出版物批发；出

版物零售；网络文化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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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许可



证件为准） 

营业期限 2003年 11月 24日至不约定期限 

股权结构 
上海外服直接持有外服云 50%股权，另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外服

云 50%股权。 

外服云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2022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末/2021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2,468.19 2,120.60 

净资产 1,111.72 1,981.48 

营业收入 3.17 1,442.38 

净利润 -520.10 466.22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外服增资，后续再由上海外服向另

外两个实施主体外服信息和外服云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的进度需要，有利于保

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况。本次增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五、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增资到位后，将存放于上海外服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与上海外服、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将在协议签署完成后存放募集资金，以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使

用。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9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一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外服增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投资金用

途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 814,524,230.54 元用

于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和决策程序。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 814,524,230.54 元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外服控股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已经上市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实

施募投项目，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外服控股使用募集资金向上海外服增资实施募投项目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