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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钰矿业”、“发行人”、“公司”

或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19 年 6 月 12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的《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释义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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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华钰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13027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64,000 万元（640 万张，64 万手）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64,000 万元（640 万张，64 万手）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9 年 7 月 10 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的利息。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无担保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债

券信用评级为 AA，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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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786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 64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4,000

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

东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

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

方式进行。认购不足 64,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25 号文同意，公司 64,000 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华钰转债”，债券代码“113027”。 

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刊登了《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说 明 书 》 全 文 可 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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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bet Huayu Mining Co., Ltd. 

注册资本：52,591.63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建军 

营业期限：2002 年 10 月 22 日至 2061 年 4 月 20 日 

住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 

股票简称：华钰矿业 

股票代码：601020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邮政编码：850000 

联系电话：0891-6329000*8054 

传真号码：0891-6329000*8100 

互联网址：www.huayumining.com 

电子信箱：sunyc@huayumining.com 

公司经营范围为：铜、锌多金属矿开采；铅矿、锌多金属矿开采；铅锌多

金属矿详查；固体矿勘察；矿产品选矿、加工、销售；有色金属贸易；矿山设备

销售；矿产信息咨询服务；选矿试验；实验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建

材贸易；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二、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本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勘探、采矿、选矿及贸易业务，主要产品包括锌

精矿、铅锑精矿（含银）、铜精矿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

将增加金矿开采业务，主要产品将增加锑金精矿、合质金。 

本公司是西藏自治区内的大型矿业企业，国内拥有的矿权包括：扎西康采

矿权、拉屋采矿权、拉屋探矿权、柯月探矿权、查个勒探矿权和桑日则探矿权；

国外拥有的矿权包括：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索格特州爱宁区康桥奇矿区斯卡利诺耶

mailto:sunyc@huayum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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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博依）矿段使用权。 

公司作为有色金属采选企业，拥有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储备量的多少及采选

矿能力的大小，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关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国内

控制铅、锌、铜、锑、银资源储量分别达到 71.23 万金属吨、113.17 万金属吨、

2.54 万金属吨、15.39 万金属吨和 1,656.78 金属吨，拥有扎西康矿山、拉屋矿山

两座生产型矿山和 4 个探矿项目，已形成合计超过 65 万吨/年的矿山采矿能力和

2,800 吨/日的选矿能力。 

2018 年 6 月，公司完成对塔铝金业的收购，从而拥有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索

格特州爱宁区康桥奇矿区斯卡利诺耶（楚博依）矿段采矿权，增加黄金资源储量

49.90 金属吨、锑资源储量 26.46 万金属吨。该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新增锑

金矿 45 万吨/年、金矿 105 万吨/年矿山采矿能力和 5,000 吨/日的选矿能力，主要

产品将增加锑金精矿、合质金，将更进一步增加公司市场竞争能力。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525,916,3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为 3,055,26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522,861,04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权性质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3,055,260 0.58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3,055,260 0.5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522,861,040 99.42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22,861,040 99.42 

三、总计 525,916,300 100.00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注 1 

238,882,000 45.42 

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 2 127,675,378 24.28 

西藏铠茂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408,952 2.17 

青海西部资源有限公司
注 3 

7,332,00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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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978,883 0.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1,875,700 0.3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32,616 0.35 

李继东 1,636,700 0.3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一五零一组合 1,555,200 0.30 

朴洪英 1,008,000 0.19 

合计 395,185,429 75.15 

注 1：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 238,882,000 股公司股份中，238,680,000 股已设定质押/冻结，其

中，因诉讼保全共计 175,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40%，该部分股份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司法冻结手续。 

注 2：西藏博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有 20,00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注 3：青海西部资源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中有 5,132,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衡投资”）

持有发行人股份 238,882,000 股，持股比例 45.42%
1，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道衡投资持有的 238,882,000 股公司股份中，238,680,000 股已设定质押/冻

结，其中，因诉讼保全共计 175,6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40%，该部分股份

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司法冻结手续。 

道衡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4月19日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华钰大厦613室 

注册资本 27,500.00万元 

                                                             
1 2019 年 5 月 20 日，道衡投资与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

列之海通证券资管 1 号 FOF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签署了《华钰矿业股票转让

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31,449,79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8%）转

让给资管计划，该协议转让事项已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公司股份增持计划

的议案》通过。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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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刘建军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水利、水电资源的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

资业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

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矿产勘查；新材料；贸易；技术服务。【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型公司，不从事具体生产经营业务 

截至本次发行前，道衡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建军 26,125.00 95.00 

刘良坤 1,375.00 5.00 

其中，刘建军、刘良坤为父子关系。 

道衡投资 2017 年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母

公司财务报表及 2018 年经西藏金桥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的母公司财

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2017年度 

总资产 232,190.54 256,606.84 

净资产 12,212.66 19,847.49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7,635.00 -9,056.15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道衡投资持有发行人股份 238,882,000 股，持股比

例 45.42%，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刘建军先生持有道衡投资 95.00%股份，为道

衡投资的控股股东。刘建军先生通过道衡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 45.42%股份，为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刘建军先生，1960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毕业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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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魏县北皋中学，高中学历。1977 年至 1984 年，任河北省峰峰矿务局职员；

1984 年至 1989 年，从事个体运输；1989 年至 1993 年，任河南省南召县有色金

属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 年至 2002 年，任河南省南阳市鑫隆矿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 年至 2005 年，任华钰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2005

年至 2007 年，任华钰有限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 年至 2012 年 10 月，任华钰

有限董事长；2012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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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数量：64,000 万元（640 万张，64 万手） 

2、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28,489 手，即 28,489,000 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45%。 

3、发行价格：100 元/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人民币 100 元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000 万元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

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

方式进行。认购不足 64,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7、配售比例：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4,000 万元。其中，

原股东优先配售 28,48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45%；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

认购 321,20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19%；网下机构投资者实际认购 278,543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3.52%；主承销商包销 11,75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84%。 

8、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称及其持有数量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元） 占总发行量比例（%） 

1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759,000 1.84 

2 李继东 1,900,000 0.30 

3 夏佩痕 462,000 0.07 

4 谭树清 450,000 0.07 

5 董自阳 427,000 0.07 

6 湖南伯克希尔科技有限公司 415,000 0.06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沪深

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14,000 0.06 

8 厦门市科信通信代理有限公司 414,000 0.06 

9 武汉新尔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414,000 0.06 

10 上海正泽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14,000 0.06 

合计 17,069,000 2.67 

9、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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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155.70 万元，具体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1,000.00 

2 审计及验资费 42.40 

3 律师费 50.00 

4 资信评级费 32.00 

5 发行手续费 20.00 

6 宣传推介费 11.30 

合计 1,155.70 

二、本次发行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4,000 万元。其中，原股东优先配

售 28,48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45%；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认购 321,20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0.19%；网下机构投资者实际认购 278,543 手，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43.52%；主承销商包销 11,759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84%。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后的余额已由主承销

商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B11747 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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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核准：本次发行经公司 2018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8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8

年 6 月 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同意将发行可转债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786 号文核准。 

2、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人民币 64,000 万元。 

4、发行数量：640 万张，64 万手。 

5、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 

6、募集资金量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64,000 万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 62,844.30 万元。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64,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入 拟投入募集资金 

收购“塔铝金业”封闭式股份公司股权项目 64,000.00 64,000.00 

合计 64,000.00 64,000.00 

注：募投项目总计 1 亿美元，其中包括华钰矿业收购塔铝金业 50%股权对价 9,000 万美元和华钰矿业

向塔铝金业提供 1,000 万美元贷款。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公司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 A 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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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000 万元，发行数量为 64

万手（640 万张）。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四）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 2019 年 6 月 14 日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 

（五）债券利率 

第一年为 0.3%、第二年为 0.6%、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

为 1.8%、第六年为 2.0%。 

（六）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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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即 2019 年 6 月 14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

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七）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19 年 6 月 20 日，即募

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 6个月后的第 1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即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13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八）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0.17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

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 

2、转股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

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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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新股或配股：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 

派发现金股利：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 

其中：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该次

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

利，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

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

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

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

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

分保护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

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

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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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

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

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十）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

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

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

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未转股的

可转债，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

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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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

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

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

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

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

上市公告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

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

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十三）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 A 股股票享有与原 A 股股

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享有

当期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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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部分）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方式发行，认购不足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本

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

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 

（十五）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华钰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19 年 6 月 13 日，

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华钰矿业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 1.216 元面值可

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 1,000 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

手（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

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

金额不足 64,000 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十六）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不提供担保。 

（十七）募集资金存管 

公司已经制定《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发

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中。 

三、可转债持有人及可转债持有人会议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可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参与

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2、根据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份； 

3、根据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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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5、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7、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

司提前偿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

他义务。 

（三）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2、公司不能按期支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3、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

解散、重整或者申请破产； 

4、保证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5、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6、公司董事会、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7、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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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

性，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 

9、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次可转债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四）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 

2、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

券持有人； 

4、债券受托管理人； 

5、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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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的资信和担保情况 

一、资信评估机构对公司的资信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为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估，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后，鹏元资信对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每年一次的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三、本公司商业信誉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不存在严重的违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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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偿债措施 

一、发行债券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无发行在外的债券余额。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6.40 亿元，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累计债券余额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 24.24%。 

二、偿债能力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5.05、18.63 和 12.48，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较强的盈利能力能很好地支撑公司筹措资金，按期偿付到期债务本息；公司

贷款偿还情况良好，不存在逾期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偿债能力

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利息保障倍数 12.48 18.63 15.0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100.00% 

三、资信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对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并出具了鹏

信评【2018】第 Z[1503]号 02《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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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 

本节的财务会计数据反映本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引用的财务会计数

据，非经特别说明，引自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财务指标根据上述财务报表为基础编制。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情况 

立信会计师对本公司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审

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807 号”、“信会师

报字[2018]第 ZB10238 号”和“信会师报字[2019]第 ZB10966 号”审计报告。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科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3,895,675,113.63 2,960,699,424.84 2,514,435,486.58 

负债总额 1,255,751,105.25 1,080,806,380.13 904,100,659.52 

股东权益合计 2,639,924,008.38 1,879,893,044.71 1,610,334,827.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89,539,226.25 1,807,278,901.38 1,536,705,916.15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科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总收入 1,144,988,699.50 904,626,370.54 668,192,971.86 

营业利润 232,988,343.77 317,426,529.45 225,502,490.46 

利润总额 249,171,245.65 338,647,519.90 217,922,868.67 

净利润 217,481,938.87 299,451,268.21 181,622,712.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4,609,903.77 304,466,035.79 187,165,906.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5,702,885.33 282,690,460.63 193,217,259.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科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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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967,924.18 285,921,245.80 252,990,472.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174,484.80 -266,795,298.54 -182,809,086.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691,773.60 84,224,098.84 237,057,298.1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4,979.8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5,813,354.35 103,350,046.10 307,238,683.36 

三、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8.12.31 

2017 年

/2017.12.31 

2016 年

/2016.12.31 

流动比率 0.65 2.22 1.52 

速动比率 0.58 2.01 1.44 

资产负债率（合并） 32.23% 36.51% 35.9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3.68% 40.84% 37.42% 

应收账款周转率 6.31 12.33 9.60 

存货周转率 9.58 5.97 6.1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36,263.26 45,917.72 35,798.23 

利息保障倍数 12.48 18.63 15.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22,460.99 30,446.60 18,716.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20,570.29 28,269.05 19,321.7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元） 0.74 0.54 0.4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83 0.20 0.58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1.01% 1.01% 5.02%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1.29% 16.85% 12.18% 

扣非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5.64% 12.57% 

其中：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合并）=负债合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报表）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负债合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母公司报表）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金额+折旧提取额+无形资产摊销额+长期待

摊费用摊销数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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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总股本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扣非后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扣非后净利润/期末净资产 

（二）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公司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明细表如下： 

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18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1.70 0.43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0.72 0.39 0.39 

2017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26 0.58 0.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95 0.54 0.54 

2016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35 0.36 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85 0.37 0.37 

（三）报告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情况 

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证监会公告[2008]43 号）的要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情况明细如下： 

单位：元 

明细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1、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43,867.29 39,267.94 -1,243,704.12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36,070.79 26,687,178.50 5,474,857.12 

3、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 
409,058.75   

4、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

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5,660,2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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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5、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185,829.68 3,919,009.24 572,434.74 

6、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306,676.02 -5,031,861.70 -11,948,348.62 

7、所得税的影响数； -484,013.60 -3,842,039.10 1,071,714.13 

8、少数股东损益的影响数 137,033.30 4,020.28 21,693.48 

合计 18,907,018.44 21,775,575.16 -6,051,353.27 

四、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本公司财务报告。投资者

也可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上述财务报告。 

五、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影响 

如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计算，则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约 6,293.02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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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一、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二、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四、重大投资； 

五、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六、发行人住所变更； 

七、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八、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九、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十、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十一、发行人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十二、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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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并自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

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

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

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

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买卖活动； 

四、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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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有关情况 

名称：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宝荣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9 层 

保荐代表人：胡敏、田建桥 

项目协办人：张延冬 

经办成员：沈忱、牛成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9 层 

联系电话：010-88300745 

传真：010-88300793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华钰矿业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国开证券同意推荐华钰矿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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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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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