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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62          股票简称：江西铜业           编号：临 2020-013 

债券代码:143304          债券简称:17 江铜 01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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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0年 2月 24日，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江西铜业）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份，股票

代码：002237）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恒邦股份拟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3,040,476股 A股股票。其中，公司

拟以现金人民币 103,270万元认购 88,949,181股股票，另有 17名特

定对象以现金认购恒邦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公告编号：临

2020-002）。 

 2020年 3月 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

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管要求》，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

者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鉴于监管政策的变化，恒邦股份调整发行方案。

公司与恒邦股份协商确定终止原股份认购协议，并重新签订新的《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恒邦股份调整后的发行方案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273,120,000 股 A 股股票（含 273,120,000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

前恒邦股份股本总额的 30%（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据此，公



 2 

司拟以发行价格 10.57元/股、现金方式认购 237,614,400股股票（最

终认购数量以证监会核准后的发行量为准），合计人民币

2,511,584,208 元（最终认购金额以最终认购股票数量为准）。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恒邦股份重新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本次认购协议附生效条件，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1）

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获得恒邦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相关国家出资企业批准；（3）如需要，公

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获得恒邦股份股东大会批准；（4）本次非公开发

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参与认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风

险投资，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授权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国家出资企业审

核批准、恒邦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包括同意豁免江西铜业的要约

收购义务）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和核准，以及

最终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存在不能

成功认购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20年 2月 24日，公司与恒邦股份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恒邦股份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3,040,476

股A股股票。其中，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103,270万元认购88,949,181

股股票，另有 17 名特定对象以现金认购恒邦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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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公告编号：临 2020-002）。 

2020年 3月 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发行监管问

答——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关事项的监

管要求》，对非公开发行股票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鉴

于监管政策的变化，恒邦股份调整发行方案。公司与恒邦股份协商确

定终止原股份认购协议。 

恒邦股份调整后的发行方案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73,120,000 股 A 股股票（含 273,120,000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

恒邦股份股本总额的 30%（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据此，公司

拟以发行价格 10.57 元/股、现金方式认购 237,614,400 股股票（最

终认购数量以证监会核准后的发行量为准），合计人民币

2,511,584,208 元（最终认购金额以最终认购股票数量为准）。2020

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恒邦股份重新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认购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

会授权管理层办理认购协议等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授权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交易方介绍 

截至公告日，公司直接持有恒邦股份 273,028,960 股股票，占恒

邦股份股份总数比例的 29.99%，恒邦股份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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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铜业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37,614,400股，按照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 273,120,000股测算，本次认购完成后，

公司预计将持有恒邦股份 43.15%的股份，恒邦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恒邦股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002237 

中文简称：恒邦股份 

法定代表人：曲胜利 

注册资本：910,400,000元 

经营范围：金银冶炼;电解铜、阴极铜、铅锭、有色金属、稀贵金

属及其制品的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禁止类项

目)；为企业内部金属冶炼配套建设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许可内容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意见书为准)；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

硫酸、二氧化硫、三氧化二砷、氧(压缩的)、氧(液化的)、氩(液化

的)、氮(液化的)、盐酸-3,3’-二氯联苯胺、砷(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化肥的销售;乙硫氨酯、巯基乙酸钠生产、销售；铁粉加工(不

含开采)；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业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普

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未经交通、公

安等相关部门许可,不得从事相关运输经营活动)；矿用设备(不含特

种设备)的制造、加工；电器修理;机动车维修；以下由各分公司凭分

公司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生产经营:金矿采选,硫铁矿开采,成品油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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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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邦股份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1,614,079.42 1,491,993.29 1,343,417.34 

负债合计 1,149,081.69 1,055,687.64 887,620.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65,817.56 435,663.18 454,890.65 

股东权益合计 464,997.73 436,305.65 455,796.80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853,607.76 2,120,095.73 1,977,556.63 

营业利润 39,109.71 49,571.35 49,135.24 

利润总额 34,961.99 47,334.92 47,750.52 

净利润 29,043.53 39,186.68 39,399.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53.60 40,576.82 39,813.00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恒邦股份非公开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本次认购完成后，公司预计将持有

恒邦股份 43.15%的股份。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20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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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恒邦股份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恒邦股份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的 80%，即发行价格为 10.57元/股。 

如恒邦股份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认购方式、认购数量、认购金额、限售期及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乙方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 

2、认购数量：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73,120,000

股（含 273,120,000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恒邦股份股本总额的 30%。

据此，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237,614,400股（含 237,614,400股）股

票。 

如恒邦股份股票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红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为准。若参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部分认购对象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股票份额的，乙方拥有

认购该等股票份额的权利。 

3、认购金额：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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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的股票，认购金额的计算方式为乙方认购的股票数量×发行

价格，即认购金额=237,614,400×10.57= 2,511,584,208 元。 

4、限售期：乙方所认购的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甲方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发行人要求就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认购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

锁定事宜。 

如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

见，乙方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

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限售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支付方式 

（1）乙方同意，自甲方股东大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

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乙方承诺

认购金额的 1%，但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不计利息）。 

（2）在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乙方按

照甲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首笔认

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甲乙双方确

认，首笔认购资金的金额为本协议第一条规定的认购金额扣除已支付

的履约保证金额。 

（3）双方同意，若乙方不存在本协议第七条所约定的违约情形的，

则甲方应当在乙方按第 2.5 条第（2）项缴纳首笔认购资金后的 2 个

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将由乙方另

行书面通知甲方。 



 8 

乙方在收到甲方返还的履约保证金的 2个工作日内，将剩余认购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署，并且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获得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相关国家出资企业批准； 

（3）如需要，乙方免于发出收购要约获得甲方股东大会批准； 

（4）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均须严格遵守，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

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保证与承诺的，应该向另一方承担违

约责任。 

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乙方违约： 

（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单方决定不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构成违约。 

（2）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乙方未足额认购的，

构成违约。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未履行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协议的相关约定，守约方均

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 

4、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认购事宜未经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未取得相关国家出资企业批准，或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同意，或非因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不能认购或足额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应当在本条规定的相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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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的 2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履行保证金。 

5、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前，如因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或

其他原因需要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本协议的其他内容和/或其

他事项进行调整，则由双方进行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 

六、本次认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认购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

价值，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审阅了《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认购山东恒邦冶炼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及《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等相关文件，一致认为本次参与认购将进一步促进公司发展，加

强公司在有色行业的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股东整

体利益，未发现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八、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国家出资企业审核批准、恒邦股份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包括同意豁免江西铜业的要约收购义务）以及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批准和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批准

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存在不能成功认购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一）《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三）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四）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参与认购山东恒邦冶

炼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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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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