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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金诚信 指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回

购股份 
指 

金诚信拟以人民币 5,000 万元至 3 亿元自有资金，按不

超过人民币 12.00 元/股（含）的价格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回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

监发[2005]51 号） 

《补充规定》 指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业务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业务指引》 

本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报告 指 

本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回购出具的《关于金诚信矿业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

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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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

金诚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

其他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于对本次回购股份进行独立、客观、公正地评价，

供广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独

立、客观、公正地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对金诚信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并和公司管理层

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有充分理由确信本独立财务顾问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公司披

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金诚信提供，提供方对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问题；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金诚信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资者

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

责任； 

5.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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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与金诚信接触后到担任其独立财务顾问期间，公司回购股份事项已公开

披露，本独立财务顾问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

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7.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金诚信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公司

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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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股份的方案要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为了进一步提升投资者信心，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合理价值回归，

有效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以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

下，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其中 5,000 万元人民币所回购的股份（具体股份数量将根据本次

回购的平均回购价格确定）用于奖励公司员工，其余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 元/股，该回购价

格需满足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对回购价格的相关要求。若公

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

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四）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至 3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回购股份的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人民币 5000 万元至 3 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 元/股的条件下：  

1）按此次回购资金最高限额 3 亿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 2500 万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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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此次回购资金最低限额 5,000 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

416.6666 万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0.7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在回购

期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等除权除

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的相关规定做

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

过 6 个月。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规模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

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

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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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全称：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CHX MINING MANAGEMENT CO.,LTD.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水源西路 28 号院 1 号楼 101 室 

股票简称：603979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王先成 

成立日期：2008 年 01 月 07 日 

注册资本：585,000,000 元 

公司电话：010-82561878 

公司传真：010-82561878 

公司网址：http://www.jchxmc.com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矿业管理、为矿山企业提供采矿委托管理服务；

工程勘察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预算、审计；

矿业技术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承包工程；销售、维修矿业无轨采、运、装矿业

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建设工程咨询；

矿产勘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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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金诚信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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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 股份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5,000,000 100.00 

总股本 585,000,000 100.0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为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先成 

注册时间：1997 年 12 月 5 日 

注册资本：11,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5 号新起点嘉园 12 号楼 15 层 1508 室 

经营范围：投资与投资管理；销售计算机、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机械设

备；经济信息咨询；采金船建造及修理；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

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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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先成 4,369.77 37.9980 

王慈成 2,054.48 17.8650 

王友成 2,054.48 17.8650 

王亦成 1,208.53 10.5090 

王意成 1,208.53 10.5090 

李占民 604.21 5.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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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500.00 100.0000 

2. 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先成、王慈成、王友成、王亦成、王意成，其简历如下： 

王先成，男，出生于 1958 年 8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金诚信集团董

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王慈成，男，出生于 1966 年 7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金诚信集团董

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总经济师。 

王友成，男，出生于 1969 年 9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金诚信集团董

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亦成，男，出生于 1960 年 12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金诚信集团

工程师。 

王意成，男，出生于 1963 年 12 月，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金诚信集团

董事，本公司物资管理中心专业总监。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截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金诚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适量

（股） 

持股比例

（%） 

1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277,523,556 47.44 

2 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775,721 3.72 

3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1,710,858 3.71 

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赢通14号单一资金信托 9,258,080 1.58 

5 北京赛富祥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47,470 1.26 

6 王先成 5,601,121 0.96 

7 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60,943 0.63 

8 上海津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629,022 0.62 

9 李占民 2,573,905 0.44 

10 殷琼林 2,449,244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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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有色金属矿山、黑色金属矿山及化工

矿山工程建设与采矿运营管理、矿山设计与技术研发等业务为一体的专业性管理

服务企业。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经营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8-3-31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计 570,449.51 563,395.23 492,749.44 457,798.91 

负债合计 180,035.39 178,261.58 123,524.22 104,661.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88,175.34  382,823.64 367,901.33 351,897.06 

收入利润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63,440.72 244,034.51 239,607.61 260,652.48 

营业利润 9,430.40 27,508.90 26,599.82 29,132.07 

利润总额 9,422.31 27,264.54 26,423.33 29,671.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06.75 20,519.98 17,067.43 20,495.52 

现金流量项目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8,304.95 12,608.81 24,288.34 -18,082.04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11,913.96 -33,676.04 -25,288.89 -17,439.14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4.84 24,012.42 3,384.70 104,883.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949.06 2,280.26 2,466.53 69,675.95 

主要财务指标 
2018-3-31/ 

2018 年 1-3 月 

2017-12-31/2

017 年度 

2016-12-31/2

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5 0.29 0.40 

资产负债率（%） 31.56 31.64 25.07 2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5.46 4.74 7.70 

销售毛利率（%） 28.99 27.53 26.16 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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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经核查，金诚信股票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

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定。 

（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核查，金诚信最近一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二款“公司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筹资金，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不超过 3 亿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570,449.51

万元，净资产为 390,414.13 万元。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3 亿元测算，占公司总

资产比例为 5.26%，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7.68%，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金诚

信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

实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截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585,000,000 股。若以回购价格

10.00-12.00 元 / 股 全 额 回 购 3 亿 元 测 算 ， 预 计 可 回 购 股 份 数 量

25,000,000-3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4.27%-5.13%。回购后公司第一大股东

仍为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王先成、王慈成、王友成、王亦成、

王意成，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

布情况仍符合上市的条件。回购股份的具体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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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25%，公司股本总

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0%。上述社会公众股东指不包括

下列股东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假设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25,000,000-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7%-5.13%，考虑回购股份部分将用于奖励员工，公司社会公众持股比例仍高

于总股本的 10%，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引起上市公司股

权结构的重大变化，亦不会对金诚信的上市地位构成影响。 

同时，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金诚信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不以退

市为目的，回购股份过程中，公司将维持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因此，本次回购符合《回购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

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诚信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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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回购股份的必要性分析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本次回购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投资者信心，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合理价值回归，有效维护公司

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回购的股份将注销或用于公司对员工的股

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若本次回购股票注销，将相应减少公司总股本数额，增

加每股收益；若本次回购股票用于公司对员工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将有

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推进公司长远

发展。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股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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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回购股份的可行性分析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不超过 3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筹资

金。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盈利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分析

如下： 

（一）对公司日常运营的影响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70,449.51 万元、净资产 390,414.13

万元，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 3 亿元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5.26%、

7.68%，占比较小。此外，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流动资产为 427,661.97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96,906.38 万元，应收票据 34,055.39 万元，应收账款

215,916.16 万元，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3 亿元计算，公司有能力通过自有资金

支付回购价款，且保证在支付回购款项后仍拥有相对充裕自有资金持续经营。因

此，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公司营

业收入分别为 260,652.48 万元、239,607.61 万元和 244,034.51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0,495.52 万元、17,067.43 万元和 20,519.98 万

元，公司近年来财务状况均比较稳健。在回购完成后，在公司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三）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1.56%。根据本次回购金额上

限 3 亿元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31.56%上升至 33.31%，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仍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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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况

下，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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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购股份方案的影响分析 

（一）回购股份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回购期内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并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有

利于活跃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对公司股价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有利于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利用其中 5,000 万元人民币所回购的

股份（具体股份数量将根据本次回购的平均回购价格确定）用于奖励公司员工，

其余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用于公司对员工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推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回购

股份注销后，将相应减少公司总股本数额，增加每股收益，因而能够提升投资者

信心，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向公司合理价值回归，有效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

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回购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截止 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585,000,000 股。假设按回购资金

最高限额 3 亿元、回购价格 12 元/股测算，本次回购 25,000,000 股股票。 

如果公司最终回购股份数量 25,000,000 股，若 5,000 万元人民币所回购的

股份（即 416,6666 股）用于奖励公司员工，其余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则公司

总股本减少 20,833,334 股。上述情形下公司股份限售情况将发生变化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5,000,000 100.00% 564,166,666 100.00% 

总股本 585,000,000 100.00% 564,166,666 100.00%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按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公司拟回购资金上限 3 亿元所占公

司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5.26%%和 7.68%，占比较小。本次回购股份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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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短期会造成公司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自有资金的减少，但实施回购总体上对公司

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此外，回购股份不是一次性实施而是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回购。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

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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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回购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补充

规定》及《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

认为金诚信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

股份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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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回购的最终回购价格、回购金额、回购数量均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债权人可能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额外担保，因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短期偿债风险。 

4.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5.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金诚信股票的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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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10-6083-3968 

传真：010-8486-5023 

联系人：张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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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备查文件 

1.《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

公告》； 

3.《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独立意见》； 

4.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审计

报告，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浩然     王晓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