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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78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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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塔国）上库马尔克矿区库

河东金矿（一区）高品位氧化矿项目（以下简称塔国金矿一期项目） 

 投资金额：塔国金矿一期项目总投资 41,834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矿业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矿业公司拟向一家或多家

境内商业银行贷款，贷款总额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

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按出资比例为该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为矿业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据：公司无担保逾期 

 

一、对外投资及担保概述 

（一）对外投资及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资源换项目方式承建

杜尚别-2*5 万千瓦火电站的议案》，公司以资源换项目方式为塔国建设杜尚别

2*5 万千瓦火电站一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杜尚别火电站），塔国政府授予公司

金矿开采权利并给予相关税收减免，金矿开采所获得的收益用于抵偿火电站建设

成本。目前杜尚别火电站已建设完成并交付，矿业公司已获得塔吉克斯坦上库马

尔克和东杜奥巴两个矿区的金矿采矿权证。 

本次公司以矿业公司为主体投资建设塔国金矿一期项目，总投资 41,83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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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股东向矿业公司增资、矿业公司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为

支付前期杜尚别火电站建设等相关款项，保障金矿项目建设，矿业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 4,800 万美元，由公司及特变集团按持股比例向矿业公司增资，其中公司增

资 3,360 万美元，特变集团增资 1,440万美元。矿业公司拟向一家或多家境内商

业银行贷款,贷款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公司及特变集团按出资比例为该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 

（二）审批情况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司 2019 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塔国金矿一期项目并为其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参会董事 10 人，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张新、胡述军回避表决。 

公司为矿业公司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矿业公司投资建设塔国金矿一期项目，公司与特变集团按照持股比例向矿业

公司增资，该事项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属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项目批复情况 

矿业公司已获得塔吉克斯坦上库马尔克和东杜奥巴两个矿区的金矿采矿权

证；塔国金矿一期项目建设方案已获塔国工业部、安监局和环保部等政府部门批

复同意。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30号 

法定代表人：胡述军 

注册资本：7,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投资业务；金属

材料、机械设备及配件、建材的销售；变压器配件；金属铸件、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再生物资回收；

变压器维修；金属制品加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特变集团（母公司）总资产为 797519.64 万元，

净资产 288,488.46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68,414.37 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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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5.14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19年 6月 30 日，特变集团（母

公司）总资产为 838,667.86 万元，净资产 234,177.87 万元，2019 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为 34,480.46万元，净利润为-4,136.3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特变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持有公司 12.03%的

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与特变集团发生的

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特变集

团关联投资 0万元，未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 

三、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杜尚别市，斯巴达克街，34/2 

注册资本：5,790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70%股权，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疆特变

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0%股权） 

主营业务：根据许可证的条件对含金、银、铜、铝等金属的矿床进行勘探、

开采、冶炼和加工；根据塔吉克斯坦法律对金、银、铜、铝等金属和其他金属在

国外按国际美元价格进行生产和销售；投资金、银、铜、铝等金属相关产业及上

述金属副产品的加工、销售；进行仓储、物流、国际贸易、商品展销；火电站和

水电站的承包、建设；以及热力供应。  

矿业公司于 2011 年 1 月设立，主要是为了以资源换项目方式投资建设杜尚

别火电站、开发金矿项目。截止目前杜尚别火电站已由公司垫资建设完成，矿业

公司对公司应付账款 1.78亿美元。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矿业公司总资产人

民币 98,885.0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5,156.6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矿业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103，350.94 万元，净资产人民

币-23,267.3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矿业公司净资产为负主要系塔吉克

斯坦货币索莫尼兑换美元汇率大幅下降，矿业公司外币报表（索莫尼）中美元负

债（债权人主要为公司）计提的汇兑损失较大所致。目前金矿项目尚未实施，矿

业公司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及利润。 

四、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上库马尔克矿区库河东金矿（一区）资源情况及开采条件 

依据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提交的《塔吉克斯坦库河东一区金矿补充

详查报告》，截止到 2018年 1 月 25日，上库马尔克矿区库河东金矿（一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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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库河东一区）总共探获资源量：矿石总量（B+332（C1）+333（C2））1714

万吨，平均金品位 2.03×10-6，金金属量 34.75吨。本次塔国金矿一期项目露天

开采高品位氧化矿（氧化率≥70%）资源，氧化矿矿石量 368.43 万吨，金金属量

11.308 吨。 

库河东一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环境地质条件复杂；

矿区与外部公路联络道路已修建完成，简易公路与塔乌公路相连，距塔国艾尼市

15 公里，距胡占德市 170 公里，距杜尚别市 130 公里，交通较为便利，外部供

电、供水满足矿区项目建设需要。 

2、项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及服务年限 

设计规模：生产规模 90万吨/年。 

项目设计工艺流程为：三段一闭路破碎——堆浸——炭吸附——解吸电解

——冶炼。 

建设内容包括：采矿、选矿、堆浸、冶炼以及配套的供配电、给排水、采

暖通风、土建、机修、自动化、环境保护、安全与工业卫生及消防等工程。 

产品方案：2#成品金。 

项目建设期 1.5年。 

高品位氧化矿服务年限：3.68年。 

3、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 

塔国金矿一期项目总投资 41,834 万元人民币，其中建设投资 38,934万元人

民币，流动资金 2,900万元人民币。本次投资建设的部分采矿设备、选矿设备及

部分公辅设施可在后期金矿项目建设中重复利用。塔国金矿一期项目以矿业公司

为主体投资建设，资金来源为股东向矿业公司增资、矿业公司银行贷款等方式解

决。 

4、塔国金矿一期项目效益情况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年产 2#成品金 1.278吨，成品金 260元/克价格测

算，该项目服务年限内年均销售收入 3.32亿元，年均利润总额 6,613.18万元（享

受塔国免除相关税费政策），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2.94年（不含建设期）；

按年产 2#成品金 1.278吨，成品金 300元/克价格测算，该项目服务年限内年均

销售收入 3.83亿元，年均利润总额 1.17亿元（享受塔国免除相关税费政策），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2.6年（不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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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业公司增资情况 

为支付前期杜尚别火电站建设等相关款项，保障金矿一期项目建设，矿业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 4,800万美元，由公司及特变集团按持股比例向矿业公司增资，

其中公司增资 3,360万美元，特变集团增资 1,440万美元。增资前后矿业公司注

册资本结构如下： 

单位：万美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注

册资本 

占注册资

本比例 

本次增资

金额 

增资后注

册资本 

占注册资

本比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4,053 70% 3,360 7,413 70%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1,737 30% 1,440 3,177 30% 

合计 5,790 100% 4,800 10,590 100% 

 

6、公司及特变集团为矿业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为保障金矿一期项目顺利建设，矿业公司拟向一家或多家境内商业银行贷款,

贷款总额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公司及特变集团按出资比例为该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具体贷款金额、贷款银行、贷款期限、利率及担保期限等事项由贷款及担保

合同确定。 

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97,267.87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1.33%。增加对矿业公司

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718,267.87万元，占公司 2018 年 12月 31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1.97%（外币按 2019年 7月 31日汇率：1美元=6.8841

人民币；1印度卢比=0.10人民币；1埃及镑=0.416人民币折算）。 

五、董事会对担保的意见 

被担保人矿业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虽然其净资产为负，但主要系塔吉

克斯坦索莫尼兑换美元汇率大幅下降，矿业公司外币报表（索莫尼）中美元负债

（债权人主要为公司）计提的汇兑损失较大所致。塔国金矿一期项目效益情况较

好，矿业公司具备到期还款的能力。董事会同意公司及特变集团按出资比例为矿

业公司 3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关联投资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法人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特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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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股东按投资比例享有股东权益。上述关联投资

决策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

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 7月-2019年 6月，公司向特变集团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累计发生关

联交易金额 12.94亿元，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金额 1.38 亿元，因共同投资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0万元。 

八、对公司的影响 

塔国金矿一期项目建设，将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保障

公司的健康长远可持续发展。 

九、风险及应对措施 

1、政治风险 

金矿资源所在地在塔国,金矿勘探、开采时间较长，存在着政权更迭、政策

变化、政府干预等政治风险。  

应对措施：中塔两国长期经贸合作，国家关系友好，公司已在塔国树立了较

好的品牌形象，得到塔国政府及民众的认可。 

在金矿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将遵守塔国法律法规，按章办事，尊重塔国的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降低政治风险。公司将科学制定金矿生产规模，加快金矿

项目的实施，加快投资回收，减少因政权更迭、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2、黄金价格波动风险  

受全球黄金供需平衡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黄金产品价格波动频繁，波动幅度

较大，黄金价格波动将给项目盈利状况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近年来，黄金价格呈上涨趋势，本项目效益测算选用较为保守金

价进行效益测算。公司将立足于成本管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成品金产量；进

一步完善管理机制，降低成本费用。同时，公司将加强对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各

种因素的分析研究，通过灵活的经营措施规避黄金价格风险。  

3、成本费用增加风险  

塔国境内多山，矿区内地形地势条件复杂，矿区道路、建矿条件相对较差，

工程施工难度较大。可能存在因工程物资及建设费用上涨、不可预见的成本、费

用增加、客观条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工程成本上升、建设进度滞后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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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公司将根据金矿矿区的金金属资源禀赋情况，科学制定金矿开采

方案。金矿建设及开采过程中，公司将通过招标竞价方式，与行业优秀金矿企业

合作，确保项目建设方案科学、选用的设备、技术先进适用；提前与塔国相关政

府部门做好沟通协调工作，科学安排工程施工，加强工程建设管理，合理控制成

本费用，全力保障工程项目进度、工程质量。 

4、产品出售及支付风险 

可能存在成品金无法对外销售、塔国外汇收入减少，金矿收入无法汇回的风

险。 

应对措施：根据 2012 年签署的《塔吉克斯坦能源工业部与中国特变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特变电工杜尚别矿业有限公司资源换项目方式建设火电厂的协议》及

《协议附件》；公司金矿产品由塔国政府优先购买，公司也可以将产品销往塔国

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 

塔国政府与中国友好，经贸往来密切，有一定的创汇能力，公司将密切关注

塔国创汇能力及其国家外汇兑换的相关政策，降低项目产品出售及收汇风险。 

5、汇率波动风险 

塔国金矿项目收入主要以美元结算，存在未来受汇率波动影响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采取外汇远期结售汇等多种外汇交易方式降低汇率波动风

险。 

6、环境影响及安全生产风险 

塔国金矿一期项目开发工艺为露天开采、“堆浸法”选矿工艺，在金矿开发

过程中，堆浸药剂的使用可能对当地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金矿项目库河东一区氧

化矿资源露天开采，可能存在塌方、爆炸、地质灾害影响矿山生产安全，影响生

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和员工的人身安全。 

应对措施：公司库河东一区项目开采方案已获得塔国政府批复，公司将充分

了解塔国环境保护法规，在规划设计过程中选好解决方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遵

守当地环保标准，对项目涉及的生态环境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降低项目建设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 

公司与行业优秀企业合作，制定并严格执行安全操作、作业规程；加强安全

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坚持持证上岗的制度；在加强宣传、完善组织和健全制

度的同时，积极进行定期检查和隐患整改，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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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7日 

 

 报备文件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矿业公司营业执照 

3、《增资扩股协议》 

4、关于恳请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关联投资事项事

先确认的函 

5、独立董事意见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