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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18-038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三家矿产

资源企业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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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不高于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值44,507.56万元、80,246.08万元、

0.0001万元（合计124,753.6401万元）为竞买底价，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西

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钢集团”）所持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博伦”）100%股权、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肃北博伦”）70%股权、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尔

木西钢”）100%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2次，金额为104,245.94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发挥公司矿产资源开发优势，扩大公司矿产资源储备、拓展优质资

源开发品种，有效提升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能力，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

买西钢集团所持哈密博伦 100%股权、肃北博伦 70%股权、格尔木西钢 100%股权。 

鉴于西钢集团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28.99%股权（实际权益

39.37%），公司董事长张永利于 2018 年 8 月兼任西钢集团董事长。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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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方关系介绍 

西钢集团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董事长张永利于 2018 年 8 月兼任西钢集团

董事长。 

 

2.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01 月 31 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宁市柴达木西路 52 号 

注册资本：3794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忠 

营业期限：1996 年 01 月 31 日至 2046 年 0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及配件批零；科

技咨询、技术协作；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专项审批除外）批零；原材料的采购

供应；矿产品（仅限零售）及装卸；冶金炉料加工；建材批零；水暖设备安装调

试维修（不含锅炉）；橡胶、塑料制品加工销售；碳素制品再生利用；机电产品、

设备及配件批零；五交化产品批零及维修；废旧物资加工利用及销售；新产品研

制开发、可行性论证；理化检验；物资管理咨询、技术改造；居民服务、冷储冷

藏；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打

字、复印、传真；监控设备销售及安装；网络综合布线；光缆、电缆线路施工及

维护；通信线路及铁塔维护。（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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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西钢集团资产总额 2,983,342.96 万元，净资产

403,288.78 万元，营业收入 847,440.16 万元，利润总额-68,561.27 万元，净利润

-70,643.50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 西钢集团所持哈密博伦 100%股权、肃北博伦 70%股权、格尔木西钢 100%

股权。 

2. 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哈密博伦 

（1）哈密博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09 月 29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天山北路 

注册资本：14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斌 

营业期限：2004 年 09 月 2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铁矿的开发与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科技咨询服务；

矿产品的销售。 

（2）哈密博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84,666.93 18,650.12 13,999.39 -1,6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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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67,657.35 5,831.65 10,545.51 -12,699.52 

（3）公司不存在为哈密博伦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

情况。 

（4）哈密博伦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2. 肃北博伦 

（1）肃北博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01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七角井矿区 

注册资本：9243.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斌 

营业期限：2003 年 12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营范围：铁矿和钒矿 开采（按前置审批的有效时间经营）加工 销售 矿山

技术服务 矿产品 经营 矿山设备 配件及机电产品经营（不包括小轿车） 

（2）肃北博伦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336,525.36 55,266.05 47,808.87 -2,859.48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343,308.91 45,105.88 25,828.78 -10,135.73 

（3）肃北博伦其他股东情况 

甘肃威斯特矿业勘查有限公司持有肃北博伦 30%股权，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甘肃威斯特矿业勘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04 月 13 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国芳大酒店 1206、1207 室） 

注册资本：33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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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2006 年 04 月 13 日至 2056 年 04 月 12 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销售（不含煤）；矿业勘查（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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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不存在为肃北博伦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

情况。 

（5）肃北博伦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3. 格尔木西钢 

（1）格尔木西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01 月 11 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建设中路西侧北段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夏振宇 

营业期限：2012 年 01 月 11 日至 2032 年 01 月 10 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开发（不含开采、勘探）；矿山技术服务；矿产品（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矿山设备及配件、机电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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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格尔木西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5,224.20 -13,460.58 0 -2,290.32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15,249.18 -14,630.88 0 -1,170,30 

（3）公司不存在为格尔木西钢提供担保、委托理财以及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

的情况。 

（4）格尔木西钢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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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密博伦 

（1）矿业权评估情况 

哈密博伦目前拥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新疆哈密白山泉铁矿

采矿权许可证，相关情况如下： 

矿权名称 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哈密白山泉铁矿 

采矿证号 C6500002009072130040575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14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6.1154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 由 1870 米至 1370 米标高共有 8 个拐点圈定 

有效期限 自 2009 年 7 月 29 日至 2018 年 8 月 29 日 

注：目前采矿权的延期工作正在办理当中 

根据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哈密白山泉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川山评报字(2018)H08 号），并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新疆哈密白山泉铁矿采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24,237.68

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的《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4 号）中各

类资产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2,658.06 12,638.66 -19.40 -0.15 

非流动资产 54,999.29 93,694.60 38,695.32 70.36 

其中：固定资产 45,859.87 60,198.50 14,338.64 31.27 

在建工程 112.15 88.37 -23.78 -21.21 

无形资产 236.72 24,617.18 24,380.46 10,299.34 

长期待摊费用 1,619.57 1,619.57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7,097.98 7,097.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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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00 73.00 - - 

资产总计 67,657.35 106,333.26 38,675.91 57.16 

流动负债 60,931.87 60,931.87 - - 

非流动负债 893.83 893.83 - - 

负债总计 61,825.70 61,825.70 - - 

净资产 5,831.65 44,507.56 38,675.91 663.21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 10,299.34%，主要原因为：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增值。

土地作为稀有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土地使用权价值有一定的上涨。哈密博伦采矿

权已摊销完成，账面无形资产科目未体现，本次评估中探矿权评估价值 24,237.68 

万元，造成评估增值。 

2. 肃北博伦 

（1）矿业权评估情况 

肃北博伦目前拥有肃北县七角井钒及铁矿采矿权许可证，相关情况如下： 

矿权名称 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七角井钒及铁矿 

采矿证号 C6200002010082220071887 

开采矿种 钒矿、铁矿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25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5.0592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 +2410～+1600 米 

有效期限 自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1 日 

注：目前采矿权的延期工作正在办理当中 

根据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肃北县七角井钒及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川山评报字(2018)H09 号）并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肃北县七角井

钒及铁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90,949.70 万元。其中，铁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43,846.04 万元；钒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47,103.66 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的《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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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3

号）中各类资产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B*100% 

流动资产 107,812.66 108,299.85 487.19 0.45 

非流动资产  235,496.01   304,540.43   69,044.42   29.3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111.82 3,112.04 0.22 0.01 

固定资产 138,091.56  195,378.21   57,286.65   41.48  

在建工程 57,673.74 390.24 -57,283.50 -99.32 

无形资产  22,529.10   91,570.15   69,041.05   306.45  

长期待摊费用 2,055.29 2,055.29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574.50 11,574.50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0.00 460.00 - - 

资产总计  343,308.68   412,840.29   69,531.61   20.25  

流动负债  285,634.74   285,634.74   -     -    

非流动负债  12,568.29   12,568.29   -     -    

负债总计  298,203.03   298,203.03   -     -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45,105.65   114,637.26   69,531.61   154.15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 306.45%，主要原因为企业对土地使用权价值的摊销年

限较短，摊销速度较快所致。 

3. 格尔木西钢 

（1）矿业权评估情况 

格尔木西钢目前拥有格尔木市磁铁山铁矿普查探矿权，相关情况如下： 

矿权名称 青海省格尔木市磁铁山铁矿 

勘查证号 T63120081102017612 

勘查区面积 10.23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7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9 月 16 日。 

注：目前探矿权的延期工作正在办理当中 

根据四川山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海省格尔木市磁铁山铁矿普

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川山评报字（2018）H10 号）并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

基准日，确定青海省格尔木市磁铁山铁矿普查探矿权的评估价值为 7,795.95 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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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5 号）中

各类资产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62.40 262.40 -  -  

非流动资产 14,986.78 27,745.20 12,758.42 85.13 

其中：固定资产 8.24 11.13 2.89 35.07 

     在建工程 14,762.52 19,659.01 4,896.49 33.17 

     无形资产 216.02 8,075.05 7,859.03 3,638.10 

资产总计 15,249.18 28,007.59 12,758.42 83.67 

流动负债 29,880.05 29,880.05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29,880.05 29,880.05  -     -    

净资产 -14,630.88 -1,872.46 12,758.42 87.20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 3,638.10%，主要原因为：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增值。委

估宗地取得日期较早，取得土地时的地价水平较低，近几年来土地补偿标准等已

更新，地价稳步增长，因此评估增值。格尔木西钢探矿权取得成本未计入无形资

产科目，本次评估中探矿权评估价值 7,795.95 万元，造成评估增值。 

（四）本次交易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竞买价格，以不高于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

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

字（2018）第 154 号）中确认的评估值 44,507.56 万元、《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3 号）中确认的全部股权评

估值 114,637.26 万元，对应的 70%股权评估价值为 80,246.08 万元、《西宁特殊钢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5 号）中确认的评估值

-1,872.46 万元为参考依据，由公司以 44,507.56 万元、80,246.08 万元、0.0001 万

元为竞买底价，合计 124,753.6401 万元，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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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此次股权收购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加快调整公司结构，扩大

公司矿产资源储备、拓展资源开发品种，着力打造铁资源板块，进军钒矿领域，

有效提升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近几年，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大量涉及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湿地

公园、生态红线范围内等矿山资源项目被要求关闭退出，且禁止新批新建矿山资

源项目，国内可开发利用的矿山资源在逐步减少，同时，我国铁矿资源十分紧

缺，国内铁矿资源的稀缺性在近一两年来不断显现。 

作为专业的矿山资源开发大型上市企业，公司需要着眼未来，把握此次西钢

集团转让铁资源企业股权的机会，对公司拓展资源品种、增加资源储量，打造具

有较大资源储量和生产规模的铁资源板块，进而对做大做强矿山资源开发主业有

着重要意义。 

2. 哈密博伦、肃北博伦目前为生产性企业，具有完整的生产资质、生产设

施，自身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造血能力，近两年产能逐步提升，经营业

绩不断改善。后续公司除帮助其减轻财务负担外，投资压力小。肃北博伦拥有国

内少有的大型钒矿资源，具有较大的潜在价值。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铁矿石

资源量 17,449.81 万吨，钒资源（V2O5）59.02 万吨。 

格尔木西钢矿权位于青海省唯一可供矿业勘查开发的多金属成矿带上的东南

段，周边矿床点较多，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可借此实现区域资源整合，利于公

司打造公司铁多金属资源基地。 

3.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哈密博伦 100%股权、肃北博伦 70%股权及

格尔木西钢 100%股权，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公司资产总额增加 397,790 万元，增长 10.38%；负债总额增加 365,270 万元，

增长 1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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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与对策 

（一）环保政策风险 

我国加强环境保护是大方向，是否还会出台更加严厉的环保政策存在不确定

性。环境保护政策将间接影响矿山开发企业的环保投资，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经营

效益。 

对策：多层次做好与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坚持在保护环境的情

况下进行资源开发，规范经营，避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二）市场风险 

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市场环境对包括铁矿产品价格在内

的大宗矿产品价格有着重要影响。 

对策：哈密博伦、肃北博伦通过与邻近钢铁企业签订一定规模长期供销协议

方式，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 

（三）勘探风险 

目前格尔木西钢处于普查阶段，矿区估算资源量变化较大。 

对策：继续加强勘查工作，提高勘查程度，争取扩大矿区资源储量。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三家矿产资源企业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关联董事张永

利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哈密

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

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调整公司结构，扩大公司矿产资源储备、拓展资源开发品种，

有效提升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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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采取在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的方式，且竞买价格以不

高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

公允性原则，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未受损害； 

3.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审核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资源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铁矿资源

储备，进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三）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18 年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与西钢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关联

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相关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四）《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1-03090 号）》 

（五）《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哈密博伦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4 号）》 

（六）《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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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7 号）》 

（七）《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肃北县博伦矿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

第 153 号）》 

（八）《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103088

号）》 

（九）《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格尔木西钢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锋评报字（2018）第 155

号）》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5 日 

 

备查文件： 

（一）西部矿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三）评估机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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