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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19-047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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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情况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306,580,674股  

发行价格：5.28元/股 

发行对象：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刘强、代长琴、王安术、青岛国信招商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丽月、苏志民、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沈臻宇、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贺晓静、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张云峰、姜路、郑成、罗应春、潘义莉、

彭志杨、黄芳、朱江等21名交易对方。 

股份限售期： 

就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标的资产股权认购取得的股票的锁定期，盛屯集团及

其他交易对方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1）就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锁定期，盛屯集团承诺： 

1）盛屯集团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

届满之日前不得转让，且在盛屯集团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前不得转让。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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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或者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盛屯集团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3）若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盛屯集

团增持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

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2）就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锁定期，除盛屯集团之外的其他各交易对方承

诺如下： 

1）本人/本企业在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盛屯矿业的股份时，如本人/本企业持有

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

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如本人/本企业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

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若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本人/

本企业增持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

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前述限售期满之后交易对方所取得的盛屯矿业股票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

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预计解除限售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解除限售（预计解除限售时间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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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标的资产四环锌锗100%股权已完成登记至公司名下的工商

过户登记手续，四环锌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9年4月29日取得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发布的《盛屯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三次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手续 

1、交易对方的决策程序 

在向中国证监会递交关于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之前，包括盛屯集团在内的四

环锌锗各股东均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同意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标的公司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26 日及 2018 年 10 月 27 日，四环锌锗分别召开董事会，审议

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2018 年 11 月 13 日，四环锌锗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 

2019 年 2 月 17 日，四环锌锗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标的公司审计报

告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18 年 9 月 26 日，盛屯矿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 

2018 年 10 月 27 日，盛屯矿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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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3 日，盛屯矿业召开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2019 年 1 月 21 日，盛屯矿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本次评估结果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9 年 2 月 17 日，盛屯矿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标的公司财务数据更新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4、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9 年 4 月 15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713 号），本次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为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刘强、代长琴、王安术、青岛国

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丽月、苏志民、北京安泰科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沈臻宇、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贺晓静、成都新瑞元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张云峰、姜路、郑成、罗应春、潘

义莉、彭志杨、黄芳、朱江等 21 名交易对方。 

3、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定价基准日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90%；其中，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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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前20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定价基准日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90% 

（元/股，按“进一法保留两位小数”） 

前20个交易日 5.51 4.96 

前60个交易日 6.67 6.00 

前120个交易日 8.74 7.87 

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选择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为5.28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

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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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就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标的资产股权认购取得的股票的锁定期，盛屯集团及

其他交易对方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1）就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锁定期，盛屯集团承诺： 

1）盛屯集团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36 个月

届满之日前不得转让，且在盛屯集团完成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前不得转让。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

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或者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盛屯集团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 

3）若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盛屯集

团增持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

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2）就本次交易取得股票的锁定期，除盛屯集团之外的其他各交易对方承

诺如下： 

1）本人/本企业在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盛屯矿业的股份时，如本人/本企业持有

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已满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

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

让；如本人/本企业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本人/本企业在本次

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2）若公司实施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导致本人/

本企业增持公司股份的，则增持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

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前述限售期满之后交易对方所取得的盛屯矿业股票转让事宜按照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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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资产交割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2019年4月26日，四环锌锗100%股权已完成登记于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登记

手续，四环锌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于2019年4月29日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已全部过户完毕。 

2、过度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确定以 2019

年 4 月 30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过渡期为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根据协议约定，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形成的期间盈利、收益均由上市公司享有，

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损失由交易对方盛屯集团以等额现金向上市公司补足。 

截至本公告日，相应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9 年 4 月 26 日，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中证天通[2019]验字第 0401001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审验，截

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止，盛屯矿业已收到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等 21 名交易对

象投入的价值为 213,874.60 万元的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22%的股权，

扣除以 52,000 万元现金方式支付后，本次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306,580,674 元（大写叁亿零陆佰伍拾捌万零陆佰柒拾四元整）。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盛屯矿业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2,137,322,901 元，股本为人民币 2,137,322,901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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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 306,580,674 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并取得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

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137,322,901 股。 

（五）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国海证券认为：盛屯矿业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

已经办理完毕，盛屯矿业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并已完成相关验资；盛屯

矿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交易实施过程

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

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

的情形；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资产交割过程中，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

情况下，盛屯矿业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对本次交易

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侵害盛屯矿业或盛屯矿业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所有必要的授权与批准，该等授权与批准合法、

有效，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符合本次交易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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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盛屯矿业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

异的情形。 

（五）自盛屯矿业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后至相关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盛屯矿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六）在本次交易过程中，未发生盛屯矿业的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盛屯矿业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各方未出现违

反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本次发行结果 

按照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交易价格 213,874.60 万元、扣除以 52,000 万现金支

付部分后，按发行价格 5.28 元/股计算，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 A 股股票数量合计

为 306,580,674 股，其中向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10,335,732 股股份；向刘

强发行 74,158,592 股股份；向代长琴发行 21,230,757 股股份；向王安术发行

20,015,731 股股份；向青岛国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2,885,003 股股份；向吴丽月发行 8,507,505 股股份；向苏志民发行 7,734,096 股

股份；向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7,734,096 股股份；向沈臻宇发行

7,347,391 股股份；向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 6,187,276 股股份；向贺晓

静发行5,676,826股股份；向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5,676,826股股份；

向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4,640,457 股股份；向张云峰发行 3,867,048

股股份；向姜路发行 2,269,184 股股份；向郑成发行 1,933,524 股股份；向罗应春

发行 1,740,172 股股份；向潘义莉发行 1,546,819 股股份；向彭志杨发行 1,546,819

股股份；向黄芳发行 773,410 股股份；向朱江发行 773,410 股股份。 

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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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盛屯集团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3 年 10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23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05311Y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3511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1018 号中航中心 32 楼 

经营范围： 

工业、矿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

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法定代表人： 姚娟英 

2、刘强的基本情况 

姓名： 刘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70219670723****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浣花滨河路 43 号**** 

通讯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浣花滨河路 43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3、代长琴的基本情况 

姓名： 代长琴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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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312419690425****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龙腾正街 180 号****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棕树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4、王安术的基本情况 

姓名： 王安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2919680216**** 

住所：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 

通讯地址： 四川省大邑县晋原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5、青岛国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青岛国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9 日 

注册资本： 32,3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334050083L 

注册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9 号 

主要办公地点：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9 号 

经营范围： 

（一）创业投资业务（二）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三）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四）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业务（五）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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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事务合伙人： 柯瑾 

6、吴丽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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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吴丽月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900219620924**** 

住所： 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 

通讯地址： 福建省石狮市宝盖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7、苏志民的基本情况 

姓名： 苏志民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020419720723****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鼓楼北里 2 号**** 

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58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8、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安泰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日期： 1993 年 2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4,3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13298175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201 房间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201 房间 

经营范围： 

信息咨询；市场调查；企业营销咨询；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为企事业提供劳务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利用 www.metalchina.com、www.atk.com.cn（www.antaike.com）

网站发布网络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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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郑家驹 

9、沈臻宇的基本情况 

姓名： 沈臻宇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1011019791110**** 

住所： 上海市长宁路虹桥路 1168 弄****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00 弄****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0、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为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日期： 2011 年 12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587712241B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2 号楼 1 层 F1-20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3 号院 2 号楼 1 层 F1-20 

经营范围：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法定代表人： 王巍 

11、贺晓静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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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贺晓静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40319820219****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宁夏街**** 

通讯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宁夏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12、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都新瑞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日期： 2016 年 4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1U5D094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 1098 号 1 栋

22 层 2212-2214 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中段 1098 号 1 栋

22 层 2212-2214 号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上市资产重组服务、企业并购

服务（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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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杨恒 

13、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盛和岭南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日期： 2016 年 7 月 15 日 

注册资本： 1,8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DGHL99F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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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项目

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稀有金属、稀贵金属产品的销售。（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法定代表人： 阮丽 

14、张云峰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云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630207****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583 号**** 

通讯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北里 20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5、姜路的基本情况 

姓名： 姜路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310119670722**** 

住所： 雅安市雨城区青江路**** 

通讯地址： 雅安市雨城区青江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6、郑成的基本情况 

姓名： 郑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证件号： G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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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香港九龙佐敦道 9-11 号****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佐敦道 9-11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香港 

17、罗应春的基本情况 

姓名： 罗应春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70219751104**** 

住所： 成都市武侯区龙腾正街**** 

通讯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成汉南路 366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18、潘义莉的基本情况 

姓名： 潘义莉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0319520724****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曹家巷****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建业路 8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19、彭志杨的基本情况 

姓名： 彭志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12919730727**** 

住所： 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 

通讯地址： 成都市大邑县三岔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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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0、黄芳的基本情况 

姓名： 黄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21519670420****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洪茂沟 8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莫奈花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21、朱江的基本情况 

姓名： 朱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130219830102****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8 号**** 

通讯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29,074.71 15.88% 40,108.28 18.77% 

2 林奋生 12,714.77 6.95% 12,714.77 5.95% 

3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二期）质押专户 

8,760.00 4.78% 8,760.00 4.10% 

4 刘强   7,415.86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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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姚雄杰 6,078.03 3.32% 6,078.03 2.84% 

6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

专户 

3,987.00 2.18% 3,987.00 1.87% 

7 珠海市科立泰贸易有限公司 2,381.50 1.30% 2,381.50 1.11% 

8 代长琴   2,123.08 0.99% 

9 王安术   2,001.57 0.94% 

10 杨学平 1,796.46 0.98% 1,796.46 0.84% 

1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5.81 0.77% 1,405.81 0.66% 

12 
青岛国信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8.50 0.60%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09.30 0.66% 1,209.30 0.57% 

14 杨伦芬 1,088.02 0.59% 1,088.02 0.51% 

15 其他股东 114,578.61 62.60% 121,374.10 56.79% 

 合计 183,074.22 100.00% 213,732.29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后，盛屯集团直接持有 528,552,794 股上市公司股份，持股比

例变更为 24.73%，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姚雄杰直接及间接持有 589,333,117 股上

市公司股份，持股比例变更为 27.57%，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将不

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

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 306,580,674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33,689,922 18.23 306,580,674 640,270,596 29.9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97,052,305 81.77 - 1,497,052,305 70.04 

股份总数 1,830,742,227 100.00 306,580,674 2,137,322,9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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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分析 

（一）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营业收入及利润水平得

到提升。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增强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上

市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业务、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业务、钴材料

业务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强化锌锗产业链的业务布局，在已有业务

基础上，切入铅锌及多种有价金属产品冶炼领域，提升全产业链专业服务水平。 

通过本次交易，四环锌锗的锌锗冶炼业务与上市公司业务形成上下游协同串

联，产业链更加完善，并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在有色金属全产业链的专业化水平。

上市公司依托矿山资源、供销渠道、管理人才等优势，发展回收锌锭、锗、银精

矿、硫酸等产品的冶炼业务，提升资源综合利用和产品精深加工水平。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

了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人员独立。同时，上市公司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建立了

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上述制度的制定与实行，保障了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变化。上市公司将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完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规章制

度的建设与实施，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盛屯矿业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盛屯集团等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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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四环锌锗股份。盛屯集团为盛屯矿业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将按规

定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完善的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

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披露等均制定了相关

规定并严格执行。 

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新增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盛屯集团仍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姚雄杰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的实施有利

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因此增加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与控股股东盛屯集团、实际控制人姚雄杰以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不会发生变更，控股股东盛屯集团和实际控制人姚雄杰未通过盛屯矿业以外

的主体投资、经营与盛屯矿业及四环锌锗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因此，本次交易不

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13 号 

项目主办人：陈钰、林举 

项目协办人：冯国海、杨祎歆、孙贝贝、李相 

电话：021-63906118 

传真：021-63906033 

（二）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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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彭雪峰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侨福芳草地大厦 7 层 

经办律师：平云旺、乔杰、魏星 

电话：010-58137799 

传真：010-58137788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先云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43 号 1 号楼 13 层 1316-1326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朝辉、肖缨 

电话：010-62212990 

传真：010-62254941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经办资产评估师：申华芳、陈煜 

电话：010-68083097 

传真：010-68081109 

七、备查文件 

1、中证天通出具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证天通[2019]

验字第 0401001 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盛屯矿业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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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