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2019-033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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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收到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下属全资孙公司股权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1011 号）
（以下简称《问
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030 号公告。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
重视，并积极会同相关各方按照要求问题进行认真落实并回复，现将具体回复内
容公告如下：

1.公司未来的主业方向。根据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公司经营模式以煤
炭、天然橡胶、化工品贸易，以及铁矿石选矿及铁精粉销售。此次股权转让后，
公司将基本不再从事铁矿石选矿及铁精粉销售业务。请公司补充披露：（1）此
次出售全部铁矿石业务的主要考虑；
（2）公司披露，此次股权转让可实现约 7000
万元的收益。请公司结合业务经营情况说明上述收益的主要构成，以及对其他
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的影响；（3）公司主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目前的布局情况。
回复：
（1）此次出售全部铁矿石业务的主要考虑。
公司目前主要经营业务包括煤炭、化工品、天然橡胶等相关贸易业务以及铁
矿石及铁精粉销售业务。公司本次转让的系下属孙公司上海邦格 100%股权，上
海邦格持有临淄宏达、东平宏达、潍坊万宝 100%股权，上述三家公司主要从事
铁矿石采选和铁精粉销售业务。东平宏达和潍坊万宝由于铁矿石品味较低，开采
成本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因此相关采选矿业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直至 2019
年 3 月份才恢复生产。近年来，随着国际铁矿石生产商产量的逐年递增，国产矿
石价格相比进口矿石已经不具备竞争优势；我国钢铁行业正在进一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巩固去产能的成果，公司预计未来钢铁产量继续大幅增长可能性较
低，同时随着废钢用量增加，对铁矿石需求进一步减少，后期铁矿石价格也难以
大幅上涨。综合上述分析，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考虑，决定适时剥离铁矿石资产，
这将给公司继续拓展相关贸易业务提供资金支持，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剥
离铁矿石资产后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煤炭、化工品、天然橡胶等相关贸易业务。
同时，本次交易也为公司积极寻求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及盈利能力的产业，推动公
司业务转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2）公司披露，此次股权转让可实现约 7000 万元的收益。请公司结合业
务经营情况说明上述收益的主要构成，以及对其他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实现约 7,000 万元收益。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收益为处
置股权取得的对价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原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
计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后的金额。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海邦格经审计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7,693.34 万元，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对上海邦格实缴出资
1,000 万，相应增加上海邦格净资产 1,000 万元，本次交易对价为 1,000 万元，
同时考虑自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约为 700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影响合
并口径净利润约为 7,000 万元，具体金额请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3）公司主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目前的布局情况。
2018 年，公司着力发展煤炭、化工品、天然橡胶等相关贸易业务，相关贸
易业务为公司全年带来营业收入 245,539.81 万元，占公司全年营业总收入的
92.92%，比上年同期增长 830.10%；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上述相关贸易业务实
现营业收入 79,686.04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90.32%，比上年同期增长
536.63%。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拓展能源矿产品、化工品及林产品贸易渠道，开
拓新的客户群体、销售渠道和业务范围，推动公司贸易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公司将寻求通过兼并、收购、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积极布局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及
盈利能力的产业，努力谋求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利润增长点，推动公司战略转型。
2.标的资产情况。公司通过出售上海邦格 100%股权，将其持有山东东平宏
达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潍坊万宝有限公司 100%股权、淄博市临淄宏达宏达
矿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股权一并出售。请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资产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总资产、净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回复：
上海邦格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26,974,905.00

1,322,095,552.06

负债总额

1,340,405,802.15

1,399,028,969.72

资产净额

-113,430,897.15

-76,933,417.66

109.24

105.82

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6 月

221,105,225.28

397,987,382.06

-5,945,054.22

34,781,253.97

临淄宏达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73,596,363.95

1,329,381,931.01

负债总额

624,218,695.85

652,843,922.75

资产净额

649,377,668.10

676,538,008.26

49.01

49.11

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6 月

181,597,301.56

153,265,897.88

1,257,455.86

28,883,631.47

潍坊万宝最近一年及一期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3,227,524.07

71,478,030.07

负债总额

193,786,785.72

198,283,167.48

资产净额

-120,559,261.65

-126,805,137.41

264.64

277.40

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2018 年 1-12 月

2019 年 1-6 月
-

18,730,837.81

净利润

2,871,331.06

-6,943,397.29

东平宏达最近一年及一期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675,742,199.47

667,972,144.96

负债总额

790,512,743.33

776,756,769.88

资产净额

-114,770,543.86

-108,784,624.92

116.98

116.29

负债率（%）
2018 年 1-12 月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1-6 月

39,507,923.72

225,990,646.37

-56,496,126.39

3,243,923.64

注：东平宏达和潍坊万宝由于铁矿石品味较低，开采成本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因此相关采选矿业
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直至 2019 年 3 月份才恢复生产。

金鼎矿业最近一年及一期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13,624,499.59

565,309,626.35

负债总额

143,665,847.88

123,986,800.24

资产净额

369,958,651.71

441,322,826.11

27.97

21.93

负债率（%）
2018 年 1-12 月

项目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71,129,053.29

275,181,596.04

净利润

118,347,433.24

71,364,174.40

上述上海邦格最近一年及一期合并报表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审计执业资质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19）020586 号）。
3.往来款项情况。根据公司公告，公司交易对手方除向上海钧晟支付 1000
万元的约定对价外，还需向上海钧晟清偿上海邦格及其下属公司所欠上海钧晟
的往来款项 974,364,070.19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往来款项的主要构成情况、
形成时间及原因。

回复：
上海邦格及其下属公司欠上海钧晟的往来款项 974,364,070.19 元主要构成
为上海邦格欠上海钧晟往来款 600,555,002.00 元和临淄宏达欠上海钧晟往来款
373,809,068.19 元。形成时间及原因如下：
1、公司持有上海钧晟 100%股权，上海钧晟持有上海邦格 100%股权。2018
年 10 月，公司进行内部股权架构调整，将原下属子公司临淄宏达 100%股权、东
平宏达 100%股权、潍坊万宝 100%股权转让给下属孙公司上海邦格，以上述三家
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合计作价 600,000,002.00 元，因此形成上海邦格
应付上海钧晟往来款 600,000,002.00 元。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邦格持有临淄
宏达 100%股权、东平宏达 100%股权、潍坊万宝 100%股权。截至《股权转让协议》
签署之日，上海邦格应付上海钧晟往来款 600,555,002.00 元。
2、自 2012 年公司将临淄宏达、东平宏达、潍坊万宝纳入合并范围后，为补
充流动资金需求，公司为上述三家下属公司临淄宏达、东平宏达、潍坊万宝陆续
提供资金，至 2018 年底形成应收款项 418,424,481.84 元。因公司进行内部股权
架构调整，将原下属子公司临淄宏达、东平宏达、潍坊万宝 100%股权转让给下
属孙公司上海邦格，为提高会计核算的效率，2018 年底将上述三家下属公司应
付款项余额归集到临淄宏达，将应收账款余额归集到上海钧晟，即形成临淄宏达
应付上海钧晟往来款 418,424,481.84 元。后因临淄宏达陆续还款，截至《股权
转让协议》签署之日，应付上海钧晟往来款余额为 373,809,068.19 元。
4.保证担保情况。根据公司披露，公司曾为交易标的下的山东东平宏达矿
业有限公司及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请公司补充披露
上述担保的实际金额，担保期限，后续解除担保的相关安排，是否存在解决期
限，以及如未能按期解除的约束措施。
回复：
（1）2017 年 7 月，临淄宏达与国金租赁签订了总金额为 1.5 亿元的《融资
租赁合同》，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公司为临淄宏达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合计金额为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2017-030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钧晟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邦格分别与国
金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根据《保证合同》约定，上海钧晟及上海邦格为临
淄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连带责任保证，同时临淄宏达与国金租赁签订了《股权质

押合同》，临淄宏达以其持有金鼎矿业 30%的股权为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66 号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为临淄宏达提供担保的实际余额为 14,688.02 万元，担保期
限至 2022 年 12 月 8 日。
根据本次上海钧晟与淄博金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债务清偿协议》
约定，交易对方淄博金富承诺，最迟不晚于提交办理股权交割前向上海钧晟提供
由债权人出具的解除担保责任的文件，并于股权交割日生效。如未能按期出具解
除担保责任的文件，将视为淄博金富未能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上海钧晟将不与淄
博金富进行股权交割，上海钧晟将按照相关协议约定追究淄博金富的违约责任。
（2）2014 年 7 月，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融资额
度为 2 亿元，期限 4 年。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签订《保证合同》，为东平宏达
的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2014-035 号公告。
2018 年 11 月，东平宏达与民生租赁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融资租赁期
限延长至 2021 年 11 月。同时，公司与民生租赁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东
平宏达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期限延期至承租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67 号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为东平宏达提供担保的实际余额为 4,291.09 万元，担保期
限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
根据本次上海钧晟与淄博金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债务清偿协议》
约定，交易对方淄博金富承诺，协调民生租赁解除公司为东平宏达向民生租赁承
担的保证担保责任，如未能于股权交割日前解除上述担保，则淄博金富及其股东
孙夫宝、孙志涛向上海钧晟提供经书面认可的反担保，于股权交割日生效。如淄
博金富未能协调解除上述担保，也未能按期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将视为淄博金富
未能履行相关合同义务，上海钧晟将不与淄博金富进行股权交割，上海钧晟将按
照相关协议约定追究淄博金富的违约责任。
5.业绩承诺补偿。宏达矿业在 2012 年实施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重大资产项目，交易对手方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宏达）对此
作出业绩承诺，但最终未能实现承诺业绩。公司已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淄博宏
达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现已进入执行阶段。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履
行事项的后续安排。

回复：
公司就上述公司原控股股东淄博宏达业绩补偿承诺超期未履行事宜，已于
2016 年 8 月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淄博市中院”）提起了诉
讼，具体详见公司 2016-053 号公告。2018 年 1 月 31 日，公司收到淄博市中院
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2016）鲁 03 民初 231 号。淄博市中院一审判决公司胜诉，
具体判决情况详见公司 2018-012 号公告。此后，淄博宏达不服判决，并上诉至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 年 1 月，公司收到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8）
鲁民终 2026 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淄博宏达上诉的请求，维持原判，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9-010 号公告。2019 年 6 月，公司再次向淄博市中院提出执行申请，
淄博市中院法院受理了执行申请，并出具了相关受理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
2019-024 号公告。
截至目前，淄博宏达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由于涉及其他诉讼事项，仍处于轮候
冻结状态，存在被执行变卖的风险，公司后续将持续督促相关执行工作，争取尽
快解决原控股股东的业绩承诺未履行事项，维护上市公司及相关股东的合法权益。
6．交易对手方情况。此次交易对手方淄博金富为 2018 年 8 月 10 日成立的
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请公司结合交易对手方的付款方式，补充披露对方
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不能按约支付对价的风险，以及是否存在相关的违约责
任条款。
回复：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问询函》后，向交易对
方淄博金富发送了《询问函》，就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及是否能按期支付对价等
问题进行了询问，淄博金富书面回复如下：
“（1）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为公司自有资金；
（2）债务清偿款资金来源如下：自有资金 6.24 亿元，淄博市临淄区国资局
下属公司——淄博市临淄区九合财金控股有限公司融资 3.5 亿元；
（3）本公司正积极筹措资金，不存在不能按约支付对价的风险。”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钧晟已收
到交易对方支付的 1,000 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款。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在宏达矿业就审议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相关交易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淄博
金富应向本协议约定的双方共管账户支付 4.40 亿元，将此作为股权交割的先决

条件之一，在股权交割日（含当日）前，淄博金富应向上海钧晟支付
534,364,070.19 元（以股权交割日临淄宏达、上海邦格负担的对上海钧晟债务
合计金额减去共管账户中的资金金额后的余额为准），用以清偿剩余债务。
本次交易尚存在由于交易对方未能及时按《债务清偿协议》约定偿还欠款或
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等导致交易终止的风险。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违约责任如下：
“1、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除本协议
另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外，如一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遭受任何损失（包括直接和间
接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对因守约方自身过错、过
失或不作为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及因未及时采取措施所造成损失或其扩大部分，
违约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如果乙方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每逾期一天，应按应付未付金额
的日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相关款项付清为止。逾期超过 30 日的，
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3、如果甲方未按约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目标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但
乙方未给予必要配合的情形除外），每逾期一天，甲方应按应办理交割而未办理
的股权所对应的转让价款的日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相关股权变更手
续提交办理为止。如本协议被终止，则乙方已付的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由甲方收
到乙方通知的当日返还给乙方。
4、在守约方按照前述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外，守约方仍有权要求违
约方按本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其它相关义务。”
根据《债务清偿协议》约定，违约责任如下：
1、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约。除本协议另
有明确约定的情形外，如一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遭受任何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
损失），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对因守约方自身过错、过失
或不作为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及因未及时采取措施所造成损失或其扩大部分，违
约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如果非因甲方原因，本协议第 2.1.1 条规定上海邦格应付甲方的债务款
及/或本协议第 2.1.2 条临淄宏达的应付甲方的债务未按照本协议规定得到偿还
的，或因乙方原因造成共管账户资金未按照本协议第 2.3.1.1 条约定足额支付至

甲方第 2.6 条指定的账户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应付未付金额的日万分之六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相关款项付清为止。逾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且有权追究乙方及其它担保的违约责任。
3、在乙方已依据本协议履行相关债务清偿义务后，但甲方未能按股权转让
协议办理相关工商手续，每逾期一日，还应按照甲方在第 2.6 条项下收到的乙方
偿债金额的日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因乙方不配合的原因除外。
4、在守约方按照前述约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外，守约方仍有权要求违
约方按本协议约定继续履行其它相关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