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489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18-013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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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黄金或公司）拟
收购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冶炼厂）股东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渠集团）及三门峡市财政局分别持有的中
原冶炼厂 24%及 6%股权，交易价格分别为 72,240.00 万元和 18,060.00 万元，合
计 90,3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原冶炼厂 10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以下简称《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金渠集团为持有公司具有重要
影响的控股子公司中原冶炼厂 10%以上股份的法人，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金渠集团未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

交易概述

中原冶炼厂系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为推进公司相关业务整合，提升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控制力，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原冶炼厂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收购金渠集
团及三门峡市财政局分别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24%及 6%股权。
参考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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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020
号），本次公司收购金渠集团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24%股权交易作价为 72,240.00
万元，收购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6%股权交易作价为 18,060.00 万元，
合计 90,3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原冶炼厂 100%股权。
根据《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规定及参考公司 2017 年经营业绩，金渠集
团为持有上市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中原冶炼厂 10%以上股份的法人，
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
与金渠集团未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金渠集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200715638200M

企业名称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三门峡市崤山西路 1 号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玉金

成立日期

1998.06.27

登记机关

三门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期限

1998.06.27 至 2028.06.26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黄金业务（凭证经营）；房屋租赁，地质勘察、
黄金采选、制药（限集团子公司凭证经营），普通货运（限
分公司凭证经营）。

股权结构

三门峡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金渠集团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合计

177,407.98

172,158.00

负债合计

114,582.73

109,508.00

62,825.25

62,65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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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018 年 1-4 月

14,205.78

1,993.00

利润总额

338.31

-175.00

净利润

245.13

-175.00

（二）其他交易方介绍——三门峡市财政局
三门峡市财政局现持有中原冶炼厂 6%股权，其位于三门峡市崤山路西段，
局长宋东，系三门峡市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财政监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三、

交易标的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渠集团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24%股权及三门峡市财
政局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6%股权。
截至目前，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目标股权已为中金黄金控股股东中国黄金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交通银行向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
7,000.00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且该质押尚未解除。三门峡市财政局已书
面承诺将在本次股权转让之《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
解除前述质押登记，使目标股权不存在权利受限情形。除该等情形以外，金渠集
团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24%股权及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6%股权不存
在其他权利受限情形。
（二）标的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200683185680F

名称

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三门峡产业集聚区 209 国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

彭国敏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12.30

经营范围

黄金生产的副产品[白银、阴极铜、铜精粉、铅精粉、硫精粉、硫酸
（前述项目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经
营，否则不得经营）]加工、销售；黄金生产所需原材料、设备的采
购、仓储及原材料销售（该项目剧毒危险化学品除外）；黄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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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非标准金、黄金、白银及其制品、饰
品、工艺品（文物除外）的收购、生产、加工、销售；氧化铁颜料、
硫酸铵（化肥）及其副产品的加工、销售；非标准设备、容器（除
压力容器）管体制造、安装、维修；从事技术和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登记机关

三门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属分局

营业期限

2008.12.30 至 2058.12.29

中原冶炼厂作为中金黄金的骨干企业，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富氧底吹造锍捕金”技术，拥有世界最大的底吹熔炼炉，国内最大的制酸
装置，具有原料适应能力强、金属回收率高、能耗低、自动化及装备水平高等突
出特点。目前，中原冶炼厂是国内知名的专业化金铜混合冶炼和精炼加工企业，
也是我国最大的专业化黄金冶炼厂之一及亚洲最大的黄金综合回收基地之一。
中原冶炼厂最近12个月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事项。
（三）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截至本次股权收购之前，中原冶炼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2
3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05,000.00

105,000.00

70%

三门峡市财政局

9,000.00

9,000.00

6%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

36,000.00

24%

150,000.00

150,000.00

100%

合计

2015年1月，中原冶炼厂各股东向其同比例增资4.4亿元，注册资本增至人民
币194,000万元，因三门峡市财政局尚有2,640万元出资未到位，截至目前,该次增
资事项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135,800.00

135,800.00

70%

2

三门峡市财政局

11,640.00

9,000.00

6%

3

三门峡金渠集团有限公司

46,560.00

46,560.00

24%

194,000.00

191,360.00

100%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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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拟与三门峡市财政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三门峡市财政局将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配合中原冶炼厂完成注册资本由 15 亿元增加至 19.4 亿元之公
司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中原冶炼厂股权结构图如下：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8】01500401 号），中
原冶炼厂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4 月 30 日

资产合计

1,554,527.26

1,690,172.03

负债合计

1,356,128.36

1,481,730.53

198,398.90

208,441.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项目

2017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018 年 1-4 月

2,156,184.60

660,413.37

利润总额

20,705.22

9,738.00

净利润

15,180.59

7,322.55

-94,977.27

69,297.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五）评估情况
1.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有
权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020 号），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中原冶炼厂 100%股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
价值为 285,123.9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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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评估资产

使用评估方

采用评估

法

方法

中原冶炼厂

资产基础

100%股权

法、收益法

净资产账面价值

收益法

208,409.91

净资产评估
价值
285,123.95

增减值

增值率

76,714.03

36.81%

2.董事会关于评估结果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经尽职调查，就评估机构对控股子公司中原冶炼厂股东全部权益
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项目中的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
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的合理
性说明如下：
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
基础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确定了收益法的评估值
作为本次评估结果。
收益法结果从企业未来获利角度考虑，反映了企业拥有的运营能力、客户资
源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的综合获利能力，而账面净资产则无法包含上述内
容。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评估结论旨在揭示标的公司的全部的股东
权益价值，它不但要包含账面反映的资产和负债，还应当包含未在账面反映的不
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价值。本次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3.独立董事关于评估工作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中联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任职资
格合格，具备资产评估专业能力。
（2）中联评估及其委派的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各方除业
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四、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参考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18）第 1020
号），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公司收购金渠集团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24%股权交易
作价为 72,240.00 万元，收购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中原冶炼厂 6%股权交易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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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060.00 万元，合计 90,300.00 万元。
五、

股权转让拟签署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金渠集团之《股权转让协议》
1. 协议各方：
甲方（出让方）：金渠集团
乙方（受让方）：中金黄金
2. 交易金额：72,240.00 万元。
3. 支付方式：
鉴于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中金黄金控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对金
渠集团应收委托贷款本金 345,600,000.00 元，应收利息 64,456,170.69 元，合计人
民币 410,056,170.69 元。双方同意，上述贷款本息由中金黄金代中国黄金集团有
限公司向金渠集团收取，并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
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后 2 个工作日内由中金黄金向金渠
集团一次性支付：
（1）根据中金黄金与金渠集团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签署之《反担保合同》
及金渠集团与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签署之《股权质押合同》
约定对目标股权之权利限制完成解除；
（2）金渠集团已配合中原冶炼厂完成注册资本由 15 亿元增加至 19.4 亿元
之公司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金渠集团已配合中原冶炼厂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章程修正及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4. 生效：以下条件均获满足后，视为本协议生效：
（1）各方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各方已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其他决策程序的要求取得内部/主管
部门批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金渠集团主管部门批准性文件及内部决策文件、中
金黄金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出具的决议及中原冶炼厂股东会
审议通过出具的决议）。
（二）与三门峡市财政局之《股权转让协议》
1. 协议各方：
甲方（出让方）：三门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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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受让方）：中金黄金
2. 交易金额：18,060.00 万元。
3. 支付方式：
鉴于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三门峡市财政局对中原冶炼厂尚有 2,640.00 万元出
资尚未实缴到位；且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目标股权已为中金黄金控股股东中国
黄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交通银行向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
供的 7,000.00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中金黄金控
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应收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上
述贷款本金 69,000,000.00 元，应收利息 5,786,819.38 元。三门峡市财政局及中金
黄金同意：
（1）三门峡市财政局对目标公司未实缴到位之出资款人民币 2,640.00 万元，
由中金黄金代三门峡市财政局向目标公司支付，并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扣除。
（2）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应收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委
托贷款本息，由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本次股权转让款支付
之前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予以偿付，并完成三门峡市财政局所持目标股权解
押手续。
（3）三门峡产业集聚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偿付
上述委托贷款本息并完成三门峡市财政局所持目标股权解押手续之日，中金黄金
向三门峡市财政局指定账户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7,500.00 万元（大写：人民
币柒仟伍佰万圆整）。
4. 剩余股权转让价款￥7,92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玖佰贰拾万圆整）之
支付与目标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办理同时进行，且剩余股权转让款由中
金黄金向三门峡市财政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三门峡市财政局承诺，其将在协
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1）协助乙方及目标公司完成注册资本由 15 亿元增加至 19.4 亿元之公司
章程备案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协助乙方及目标公司完成目标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 生效：以下条件均获满足后，视为本协议生效：
（1）各方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各方已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其他决策程序的要求取得内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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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批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三门峡市财政局主管部门批准性文件、中金黄金董
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如需）审议通过出具的决议及中原冶炼厂股东会审议通过
出具的决议）。
六、

收购股权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中原冶炼厂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整合公
司资源、加强对中原冶炼厂的管理管控，促进公司业务实现协同效应，进一步完
善公司资源配置和业务布局，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提升公司的持续经
营能力和盈利能力。该项交易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会产生较
积极的影响。
本次收购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作为
交易价格定价参考依据，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
害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为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中原冶炼厂少数股东权益，本次交易前后上
市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不会发生变化。
七、

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18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收购中原冶炼厂股权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无关联董事，
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收购控股子公司中原冶炼厂部分股权涉及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以
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管理需求，加强了公司对中原冶炼厂的
控制权，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决策权和决策效率，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整个过程遵循了平等互
9

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交易相关内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本次收购价格
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结合市
场行情，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3.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审议时，表决程序合法。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四）2018 年 7 月 6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原冶炼厂股权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八、

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
可声明；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评估机构专业能力、独立性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董事会关于评估价值分析原理、计算模型及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
评估参数、预期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的说明；
（六）中原冶炼厂专项审计报告；

（七）公司拟收购金渠集团和三门峡市财政局持有的中原冶炼厂股份涉及的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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