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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29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风险提示：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贵州汇佰众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汇佰众”）已提名 3 名董事候选人，超过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但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最终能否顺利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尚存在不确定

性。贵州汇佰众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未超过 30%，若上述候选人未能

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则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较弱，控制权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 

 截至目前，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已出现逾期，资金和经营压力较

大，尽管贵州汇佰众及其团队曾从事过债务化解的咨询服务，有一定募集资金的

渠道和筹资能力，但从其财务数据显示，其资产规模较小，自成立以来连年亏损，

且目前尚未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最终公司能否通过其协助缓解债务压力，化解

债务危机，推进后续经营，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已出现逾期，资金和经营压力较

大，还款能力有限，若公司因借款向贵州汇佰众提供增信担保，公司最终无法按

时归还上述借款，则存在抵押物被处置的风险。 

 本次表决权委托所涉及的本公司股份 188,512,037 股,为公司原控股股

东四川恒康所持有，已全部多次被法院司法冻结（轮侯冻结），其中的 51,290,000

股同时仍处于质押状态，若上述股份被法院司法拍卖，或被质押权人转让等表决

权行使障碍或限制的情形，则本次表决权委托将被终止，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2020年 4月 23 日，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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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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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上市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合作协议>暨控制权拟变更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0】038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按照要求，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

对所涉及的问题逐条落实，现就函件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020 年 4 月 23 日，你公司提交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7%和 11.48%的股份对应

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贵州汇佰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汇佰众”）

和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金通”），公司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贵州汇佰众，实控人将变更为石学松。针对上述事项，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请你公司、四川恒康及贵州汇佰众等相关方核实并补

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根据公告，表决权委托后，公司第一大股东贵州汇佰众与第二大股东

五矿金通拥有表决权的比例较为接近。请结合公司的股权架构、董事会决策审

议机制以及管理运作情况，说明公司认定贵州汇佰众为控股股东、石学松为实

际控制人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和实控人的认定

标准。 

回复： 

2020年 4月 23 日，四川恒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

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知情权以及除收益权和处置股份权利之外的

其他权利（以下统称“表决权”）分别委托给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本次表决

权委托后，贵州汇佰众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石学松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认定贵州汇佰众为控股股东的原因和合理性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

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

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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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

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贵州汇佰众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 

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贵州汇佰众在公司所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

112,524,7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五矿金通在公司所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量为 75,987,2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8%。 

截至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或享有表决权）情况如下： 

 

根据股东名册显示，在表决权委托期间，贵州汇佰众所享有表决权系目前公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 

1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88,512,037  28.48 

其中：表决权委托贵州汇佰众 112,524,741 17.00 

      表决权委托五矿金通 75,987,296 11.48 

2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073,330  4.997 

3 杨建民 12,140,292  1.83 

4 张秀娟 6,753,594  1.02 

5 范钦宝 4,877,360  0.74 

6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4,171,651  0.63 

7 刘玉庆 3,440,000  0.52 

8 唐亮 3,361,256  0.51 

9 张兰 2,966,848  0.45 

10 马洪顺 2,690,10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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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股东中持有表决权份额和比例最大的，超出五矿金通所享有表决权数量

36,537,4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2%，除此之外，公司亦无其他持股（及享有

表决权）超过 5%以上的股东；同时，经函询，五矿金通与公司上述前十大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因此，从股权架构来看，在表决权委托期间，贵州汇佰众所享有表决权的比

例虽然未超过 30%，但拥有公司最大份额和比例的表决权，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2、贵州汇佰众可通过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的选任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控制度的要求，建立了“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在

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规定的权限内履行职责。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在股

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关。公司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

其中非独立董事 3名，独立董事 2名。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贵州汇佰众已提名石学松、王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张鲲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五矿金通提名舒帅斌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0 年 5

月 1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提交公司于 2020年 5月 20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若上述董事候选人能顺利通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则根据董事会构成情况

，董事会 5名董事，贵州汇佰众共提名 3名，其中，3名非独立董事，贵州汇佰

众提名 2名，五矿金通提名 1名；2名独立董事，贵州汇佰众提名 1名，超过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最终能否顺利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尚存在不确定性。贵州汇佰

众可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未超过 30%，若上述候选人未能通过股东大会

审议，则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较弱，控制权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 

综上，结合公司的股权架构、董事会决策审议机制以及管理运作情况，在本

次表决权委托期间，贵州汇佰众可依其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并可通过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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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故公司认定其拥有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是合理的，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认定标准。 

（二）认定石学松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和合理性 

按照贵州汇佰众编制的《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并经函询确认，自然人石学松持有贵州汇佰众 75%股权，贵州汇佰众由石

学松实际控制，石学松为贵州汇佰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可通过对贵州汇

佰众的控制而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综上，在认定贵州汇佰众拥有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前提下，认定其实际控制

人石学松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合理的，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认定标准。 

二、根据公告和权益变动报告书，贵州汇佰众作为受托人之一，将利用自

身资源，协助公司进行债务处置及后续经营。但贵州汇佰众自成立以来连年亏

损，截至 2019 年末，总资产仅为 19.53 万元，净资产 1.53 万元。请结合贵州汇

佰众的股东情况、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管理团队、资金实力、主要财务数据等，

说明其是否有能力协助上市公司进行债务处置和后续业务发展，是否可能存在

难以推进的相关风险，并予以充分提示。 

回复： 

（一）贵州汇佰众的相关情况 

1、股东情况 

（1）股权结构及出资情况 

贵州汇佰众由自然人石学松（持股比例 75%）出资 75 万元（认缴，实缴 15

万元）、自然人石学杰（持股比例 25%）出资 25 万元（认缴，实缴 5 万元）设立。

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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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实际控制人石学松基本情况 

石学松，男，41 岁，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MBA，硕士研究生。曾任贵航

飞机设计研究所工程师、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计划经理西安天

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管理部部长，在此期间参与了多次企业并购项目。

现任贵州凉都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该公司 2016 年获得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所运作与管理基金涉及基础设施领域、生态资源

领域、能源领域，以及高新技术领域，主要负责 400 亿元的凉都三变基金的运作

与管理，截至目前，已设立“贵州凉都一号三变扶贫产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等多只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规模已

超过 85 亿元。 

石学松拥有上市公司实体企业研发管理与运营经验，熟悉国内资本市场，

运作管理多只私募基金、产业基金，有一定募集资金渠道和筹资能力。 

3、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及管理团队 

贵州汇佰众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主营业务为 PPP 项目及各类工程项目

的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作为专业 PPP 项目咨询机构，贵州汇佰众拥有多名业

务骨干，在投融资业务和 PPP 项目咨询方面经验丰富，曾在湖南、贵州等地主

导或参与了多个 PPP 项目咨询。公司自设立以来，紧紧围绕 PPP 项目咨询服务

的主营业务，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 PPP 项目咨询，曾为贵州某县区政府

通过 PPP 模式化解存量债务（规模超 20 亿元）提供咨询服务。 

4、资金实力及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贵州汇佰众编制的《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贵州汇佰众最近三年经审计的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总资产 195,309.35 206,089.96 191,728.46 

负债 180,038.87 176,542.61 12,778.40 

所有者权益 15,270.48 29,547.35 178,950.06 

净资产 15,270.48 29,547.35 178,9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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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92.18% 85.66% 6.66% 

营业总收入 - 194,174.76 - 

净利润 -13,357.29 -149,402.71 -21,049.94 

净资产收益率 -87.47% -505.64% -0.12% 

备注：经函询，鉴于贵州汇佰众从事的 PPP 项目咨询服务的特性，项目收入的确认存

在跨周期性，故暂未在 2019 年度的营业收入中体现。 

（二）风险提示及推进本次合作事项的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已出现逾期，资金和经营压力较大，

根据协议约定，贵州汇佰众作为受托人之一，将利用自身资源，协助公司进行债

务处置及后续经营，尽管其团队曾从事过债务化解的咨询服务，有一定募集资金

的渠道和筹资能力，但从其财务数据显示，其资产规模较小，自成立以来连年亏

损，且目前尚未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最终公司能否通过其协助缓解债务压力，

化解债务危机，推进后续经营，尚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充分与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沟通，积极与各债权人深入协商，

争取尽快形成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请明确说明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实控人、贵州汇佰众及其实控人、五

矿金通及其控股股东三方之间是否存在潜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人员、资金及

业务往来以及其他相关利益安排等。 

回复： 

据公开资料显示，2020 年 3 月 30 日，五矿金通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阙文彬

签署了《阙文彬先生与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2020

年 4 月 13 日，五矿金通与阙文彬签署了《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五矿金通

接受阙文彬所持有的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234,824,686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以及除

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等财产性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委托，上述对应股份占恒康医

疗总股本的 12.59%，相关权利的生效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15 日。 

经函询，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表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为其及实际控制人阙

文彬债权人之一，截至目前，该笔债务已经逾期，尚未归还。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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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五矿金通 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除此之外，各方均表示，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及其实际控制人阙文彬、

贵州汇佰众及其实际控制人石学松、五矿金通及其控股股东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之

间均不存在潜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人员、资金及业务往来以及其他利益安排等。 

四、根据公告，公司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多轮司

法冻结，其中 5129 万股同时处于质押状态。请公司向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核实并补充披露：  

（一）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债务规模、结构、期限及逾期债务情况； 

回复： 

经函询，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表示，截至目前，其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阙文彬

个人的债务总规模约为人民币 58.67 亿元（本金，不包括利息、罚息等），其中，

通过股票质押等形成的债务本金约为 46.11 亿元，其他债务本金约为 12.56 亿元，

已全部逾期。 

自债务逾期以来，为尽快解决债务问题，四川恒康与实际控制人阙文彬一直

积极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方，并保持与相关债权人就债务化解方案进行协商，

以争取早日得到妥善处理。截至目前，考虑到其持有的股权已全部处于冻结状态，

转让尚需一定的条件和时间，四川恒康与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已将旗下两家上市公

司的表决权全部进行了委托，以期能充分调动相关战略资源，协助其进行债务处

置，化解债务危机。 

（二）本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是否与主要债权人沟通，是否存在潜

在法律风险。 

回复： 

经函询，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及四川恒康均表示，截至目前，其暂未就本

次表决权委托及控制权变更与四川恒康的主要债权人进行沟通。 

本次交易为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将其持有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

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知情权等权利进行委托，不涉及其持有股份的收

益权、处置权等所有权的转移，不会危及各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目前暂未发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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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法律规定在此之前需与主要债权人沟通，本次表决权委托事项符合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 

按照交易各方签署的《合作协议》，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争取在协议生效

后 12 个月内完成四川恒康、西部资源所负债务的处置工作。但四川恒康目前的

债务规模较大，其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已被多轮司法冻结，其中 5,129 万股同

时处于质押状态，涉及的债权人及需协调的相关方较多，关系较为复杂，若在此

过程中，上述股份被法院司法拍卖，或被质押权人转让等表决权行使障碍或限制

的情形，则本次表决权委托将会被终止。 

五、公司同日公告称，与贵州汇佰众签署《借款协议》，拟向其申请借款 499

万元，借款期限为十二个月，资金占用费率为 3.85%。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借款

协议的具体条款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放款时间、后续可能提供抵押或担保

等增信措施的资产价值是否会超过借款金额，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借款协议》具体条款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1、借款金额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499万元。 

2、借款期限及用途 

（1）本协议项下的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借款起始日以借款实际到账日为

准，借款期限随之顺延。 

（2）本协议项下的借款用途为：解决乙方自身经营性流动资金困难、偿还

短期负债，具体使用由乙方按乙方公司内部资金支付流程进行管理使用。未经甲

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本协议借款挪作他用。 

3、借款利率及还款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利率为 3.85%（按签署日当天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最新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还本付息。 

4、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符合乙方公司章程及内部控制管理规

定的情况下，就本协议约定的借款事项，向甲方提供相应的增信担保，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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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房地产抵押、股权的质押、保证人保证等，具体财产信息如下： 

（1）乙方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康县的梅园会议中心房产、土地； 

（2）乙方拥有的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房产； 

（3）乙方持有的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维西凯龙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 

5、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应当在符合乙方公司章程及内部控制管理规定的

情况下就本协议约定的借款事项向甲方提供相应的增信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房地

产抵押、股权的质押、保证人保证等。 

（2）乙方应当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借款，不得将本协议项下借款挪作他

用。 

（3）乙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金额偿还本协议项下的借款本金并

支付利息。 

（4）乙方在出现和可能出现影响其还款能力的行为或事件时应当在三日内

书面通知甲方。 

（二）放款时间安排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贵州汇佰众提供的全部借款 499 万元。 

（三）后续可能提供的增信措施 

根据本次《借款协议》约定，在协议签署后，贵州汇佰众有权要求公司在

符合公司章程及内部控制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就本次借款事项，向其提供相应的

增信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康县的梅园会议中心和武汉市汉

阳区的房产的抵押、公司持有的广西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维西凯龙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质押以及保证人保证等，上述资产现均处于抵质押或冻

结状态。 

若后续贵州汇佰众要求公司就本次借款事项，向其提供相应的增信担保，且

上述资产已解除抵质押或冻结状态，届时公司将在符合章程及内部控制管理规定

的情况下，根据借款金额提供相对应的、合理价值的担保物进行担保增信，并履

行关联交易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贵州汇佰众作为关联方将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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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已出现逾期，资金和经营压力较大，

还款能力有限，若公司因借款向贵州汇佰众提供增信担保，公司最终无法按时归

还上述借款，则存在抵押物被处置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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