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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68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编号：临 2021-002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青海

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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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下称“西部镁业”）91.40%股权对应的评

估价值56,256.70万元，收购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西矿集团”）

持有的西部镁业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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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相关的交易累计2次，金额为17,610.09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落实公司资源发展战略，新增公司资源储备，拓展资源开发品种，

由金属矿产向盐湖资源开发领域拓展，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提高公司整体科

技含量，增强公司发展动力，公司拟以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

基准日出具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青

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的股权所涉及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604 号）中确认的全部股权

价值 61,550.00 万元，对应的西矿集团持有西部镁业 91.40%股权价值 56,256.70

万元为参考依据，收购西部镁业 91.40%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西部

镁业 91.40%股权。 

西矿集团持有公司 30%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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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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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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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 3000 万元以上，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方关系介绍 

西矿集团持有公司 30%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2.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 年 5 月 8 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五四大街 56 号 

注册资本：16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永利 

营业期限：2000 年 5 月 8 日至 2050 年 5 月 7 日 

经营范围：投资和经营矿产资源及能源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的除外，

涉及资质证和许可证经营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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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涉及许可证经营的除外）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西矿集团资产总额 6,137,959.98 万元，净资产

1,547,406.45 万元，营业收入 3,921,928.25 万元，利润总额 133,776.38 万元，净

利润 109,2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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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西矿集团持有的西部镁业 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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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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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西部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02 月 08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盛玉永 

注册地址：青海省德令哈市工业园区纬七路以南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及销售镁系列产品和其他盐湖产品的精细化产品；

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以上项目中法律法规禁止的

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经营） 

2. 西部镁业股权结构 

（1）截止目前，西部镁业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45,700 91.40%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2,114.1 4.23% 

徐徽 1,535.9 3.07% 

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50 1.30% 

合计 50,000  100% 

（2）股权转让完成后，西部镁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45,700 91.40%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2,114.1 4.23% 

徐徽 1,535.9 3.07% 

中南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650 1.30% 

合计 50,000  100% 

3. 西部镁业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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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40,447.47 29,417.47 10,097.78 125.61 125.61 

（2）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表（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53,470.92 39,208.52 10,059.02 169.38 169.38 

4. 生产经营情况 

西部镁业主要从事盐湖提镁和化工镁产品加工业务，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

一一家生产规模达到 10 万吨以上的盐湖镁资源开发高新技术企业，2020 年 2 月

入选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科改示范行动”试点企业。西

部镁业主要产品有高纯氢氧化镁、高纯超细氢氧化镁、高纯氧化镁及高纯烧结

镁砂和高纯电熔镁砂等，各类产品纯度达 99%以上，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子、

陶瓷、阻燃、医药、食品、钢铁、有色、玻璃、水泥、军工、航天航空、通讯

（5G）等领域，多数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西部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盐湖卤

水-氨-石灰联合法生产高纯氢氧化镁、高纯氧化镁及高纯镁砂等多项专利技术成

果，其最主要创新点是：制取的氢氧化镁平均粒径达到 50~60µm，彻底解决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化学合成法制备氢氧化镁难过滤、难洗涤这一世界性

难题，并首次实现了高纯氢氧化镁的规模化、连续化、自动化生产。 

西部镁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2019 年 7 月全面建成 15.5 万吨/年高纯氢氧化

镁、13 万吨/年高纯氧化镁、2 万吨/年高纯超细氢氧化镁、4 万吨/年高纯电熔镁

砂，2020 年 6 月全面建成 5 万吨/年高纯烧结镁砂生产线。 

目前西部镁业生产线已全面建成，正在试运行，后期将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产品结构及生产计划，以期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5. 市场前景 

高纯氢氧化镁除了用作各种高纯氧化镁及高纯烧结镁砂和高纯电熔镁砂等

的基础性原料外，其本身也具有广泛的用途。高纯氢氧化镁作为一种性能优良

的无卤、抑烟等绿色环保阻燃添加剂，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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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普遍的应用，我国氢氧化镁在阻燃行业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非常

广阔，预计未来几年我国阻燃行业对高纯氢氧化镁的市场需求量将达到 5~10 万

吨/年。 

高纯氧化镁用途更加广泛，按行业分类可用于液晶玻璃显示屏、烟草行业

醋酸纤维、硅钢级氧化镁、氧化镁陶瓷、橡胶轮胎用氧化镁、玻璃钢专用氧化

镁、医药食品用氧化镁、有色冶金行业镍钴提取用氧化镁等，潜在市场需求量

达数十万吨/年。 

镁砂的主要用途是钢铁、有色冶金、玻璃、水泥等高温耐火材料行业。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镁质耐火原料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辽宁海城、大石桥等地

区。四十年来，菱镁矿年开采量一直维持在 1500 万吨~2000 万吨，由于过去多

年以来的过度开采，导致目前我国优质的菱镁矿资源几近枯竭，生产的镁砂氧

化镁含量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远不能满足耐火材料行业、特别是高

端耐火材料行业的需求。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2020 年全球粗钢产量为 18.64 亿吨，中国

是全球最大的粗钢生产国，2020 年中国粗钢产量为 105442.9 万吨；其次为印度，

粗钢产量为 9957.2 万吨；日本粗钢产量为 8319.4 万吨，居全球第三。按照吨钢

消耗耐火材料 100 元计算，全球耐火材料需求总量将达到 1864 亿元。高纯烧结

镁砂和高纯电熔镁砂作为西部镁业最新开发出来的填补国内高纯卤水镁砂空白

的高端镁产品，氧化镁含量高达 99.5%以上，高纯烧结镁砂体积密度达到

3.4g/cm3，高纯电熔镁砂体积密度达到 3.56g/cm3，产品纯度高、致密型号，各项

质量技术指标远优于国内外同行业水平，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和应用前景。 

察尔汗盐湖水氯镁石资源是生产高纯镁化工产品的优质资源，西部镁业开

发生产的镁系列产品以价廉质优的显著优势，开发出的高纯氢氧化镁原粉、2µm

高纯氢氧化镁和 5µm 高纯氢氧化镁细粉及高纯氧化镁、高纯电熔镁砂和高纯烧

结镁砂，纯度高达 99.5%以上，开始进入国内外高端镁产品市场，深受国内外广

大客户的好评。 

西部镁业开发青海盐湖水氯镁石资源生产高纯镁砂，符合青海省“一优两高”

战略，不仅解决了盐湖提钾排放老卤尾矿产生的“镁害”问题，而且工艺过程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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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环保要求。它不仅涉及到我国西部资源的开发、盐湖生态环境的改善，而

且对于振兴我国盐湖工业将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6. 矿权及资源情况 

（1）矿业权 

西部镁业拥有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团结湖地区镁盐矿采矿权，具体如下： 

证载事项 内容 

采矿权证号 C6300002010076110070572 

采矿权人 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矿种 镁盐 

矿权面积 25.3138Km² 

开采规模 50.00 万吨/年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有限期限 2011.11.4-2021.11.4 

（2）资源储量 

团结湖地区共有 5 家企业设置 6 个矿权，由于盐湖资源具有流动性，在进

行储量核实时 6 个矿权共同进行储量核实。根据《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

老卤排放区-团结湖地区镁盐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团结湖镁盐矿矿床的液体

矿产主要有 MgCl2、LiCl 和 B2O3,固体矿产主要有镁盐（MgCl2）、石盐（NaCl）

以及低品位钾盐（KCl）。液体 MgCl2 资源储量 122b +333 卤水量总计为 5,265.33

万 m3（MgCl2 为 2,299.25 万 t），平均品位 32.75%。固体 MgCl2 资源储量 122b +333

矿石量总计为 14,613.09 万 t（MgCl2 为 5,283.83 万 t），平均品位 36.16%。 

西部镁业所持矿权证载产能 50 万吨/年，占全区六个矿山核定产能（255 万

吨/年）的 19.6%。 

7. 专利权 

（1）西部镁业持有专利 

a.一种以盐湖水氯镁石为原料制取高纯镁砂的方法，专利号为：

ZL200310119212.3； 

b.一种从盐湖卤水中联合提取硼、镁、锂的方法，专利号：ZL200710048404.8； 

c.采用青海盐湖水氯镁石转化的氢氧化镁煅烧高纯镁砂工艺，专利号：

ZL200910012629.7； 

d.一种盐湖水氯镁石连续溶解制取高浓度氯化镁的方法，专利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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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201410068315.X； 

e.以盐湖卤水生产高纯氢氧化镁、高纯氧化镁及高纯镁砂系列产品的方法，

申请号：202010237472.4。 

此外，西部镁业还获得 18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子公司青海西部镁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专利 

a.一种耐老化沥青用锌基掺杂层状双氢氧化物紫外阻隔材料，ZL 

201210445972.2； 

b.一种采用旋转液膜反应器制备层状水滑石 PVC 热稳定剂的方法，ZL 

201210105842.4； 

c. 从卤水中提取镁、锂同时生产水滑石的工艺方法，ZL 201510253366.4； 

d. 从除镁卤水中提 取锂并制备电池级碳酸锂的方法，ZL201710269834.6。 

8. 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西部镁业共有控股公司 1 个、参股公司 2 个。其中，控股公司为青海西部

镁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 2000 吨/年镁基插层功能材料生产线，从事镁基功能

材料的研究、生产和开发。 

参控股公司 持股比例 投资额（万元） 成立日期 

青海西部镁业新材料有限公司 57% 2,280 2020-04-27 

青海德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5% 112.5 2019-02-13 

德令哈工业园供水有限公司 1.72% 103.4 2010-10-25 

9.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

为基准日出具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的股权所涉及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604 号）。该评估报告采

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西部镁业的全部权

益价值的最终结论，确定了西部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61,550.00 万元，

账面值为 39,208.52 万元，增值 22,341.48 万元，增值率 56.98%。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得到西部镁业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53,511.85 万元和 61,550.00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企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2932640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2932640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29326401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29614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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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比采用收益法评估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低 8,038.15 万

元。经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

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

取得途径考虑的，主要是以评估基准日企业现有资产的完全重置成本为基础来

确定的。 

西部镁业拥有团结湖镁盐矿，经多年的技术开发和升级，在利用盐湖尾矿

水氯镁石提取氢氧化镁及下游深加工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工艺，拥有了

高素质的研发和生产团队，解决了化学合成法制取高纯氢氧化镁的关键技术难

题，填补了国内氢氧化镁高端产品的空白。这些因素为西部镁业未来的盈利能

力带来较大提升空间。评估机构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公允反映西部镁业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而且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委托方及相关各方关注的

不是企业现在拥有的资产的重置价值，而是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收益法是从企业整体获利能力的角度来反映其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的价

值，符合评估目的要求。故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10. 本次交易的作价情况 

各方一致同意，本次受让西矿集团持有的西部镁业 91.40%价格定价以公司

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部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的股权所涉及的青海西部镁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604 号）

中确认的评估值 61,550.00 万元为参考依据，对应的西矿集团持有西部镁业

91.4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56,256.70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56,256.7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受让方（甲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乙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产权转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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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所持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股权。 

（三）股权转让 

1. 乙方将其依法持有的目标公司 91.40%股权，及其依该股权享有的相应股

东权益一并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该标的股权，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依

据受让的股权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2.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不再为目标公司股东；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91.40%股权，并按照目标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四）转让价款及支付 

1. 转让价款 

参照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20 年 8 月 31 日

为基准日出具的《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的股权所涉及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604 号），经甲乙双方协

商一致，确定本合同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伍亿陆仟贰佰伍拾陆万柒仟元整（小

写：56,256.70 万元），该价款为含税价。 

2. 支付方式 

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在完成目标公司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一次性支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股权变更及管理权移交 

1. 股权变更 

甲乙双方充分理解并一致同意，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应以下列条件的全部实

现，且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为前提： 

1.1 取得甲乙双方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决议； 

1.2 甲方获得有权审批机构关于同意甲方受让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的批准

文件； 

1.3 乙方获得有权审批机构关于同意乙方转让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的批准文

件。 

2. 本合同上述股权变更约定的条件实现后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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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标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六）业绩承诺 

甲乙双方同意，根据目标公司经营状况，乙方承诺：2021 年-2023 年目标公

司实现净利润合计 6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2021 年净利润 1500 万元、2022 年

净利润 2000 万元、2023 年净利润 2500 万元。 

（七）业绩补偿条款 

1．如目标公司未能实现上述业绩承诺，乙方将按照转让股权比例向甲方做

出现金补偿。 

2. 现金补偿金额=（承诺西部镁业三年的合计净利润 6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

西部镁业三年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股权转让比例（91.40%） 

3. 审计机构向目标公司出具 2023 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甲

乙双方共同确认业绩补偿承诺完成情况。如目标公司三年实现的净利润总额低

于承诺金额，在双方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补偿金额。 

（八）违约责任 

1.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 

2. 本合同签订后，在甲方守约的前提下，由于乙方原因未及时配合办理股

权变更登记、或未依本合同约定移交经营管理权的，每逾期一日按合同总价款

的 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十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给

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甲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按甲方所逾期

支付价款的 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三十日未支付，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九）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首先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

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合同生效及其他 

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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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修改与变更、补充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2.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持三份，乙方持三份。 

目前，以上《股权转让合同》尚未签订。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收购控股股东西矿集团持有的西部镁业 91.40%股权可增加公司资

源储备，拓展资源开发品种，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提高公司整体科技含量。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增加资源储备，拓宽资源开发领域。目前公司矿山板块全资持有或控股

并经营十三座矿山。公司始终坚持资源开发战略不动摇，为实现公司可持续健

康发展，必须不断补充后备资源。本次收购将为公司增加在产盐湖矿山一处，

提升资源储备，涉足盐湖资源开发领域，为今后省内优势盐湖资源开拓奠定基

础。 

2. 助推公司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向科技型矿业公司转型。

收购完成后，公司在全国范围达到高纯氢氧化镁、高纯电熔镁砂、高纯烧结镁

砂的技术领先水平。 

3. 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增加化工镁产品业务，提高公司市场抗

风险能力，防范矿产品价格周期波动风险。 

4. 此次收购完成后，西部镁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市场竞争力。 

六、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西部镁业主要产品烧结镁砂及电熔镁砂是优质耐火材料，广泛应用于冶金

行业、玻璃行业、水泥工业、陶瓷工业，这些行业受宏观经济和基建投资影响

较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耐火材料的需求和价格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对策：加大市场拓展力度，与多家下游需求企业签订长期销售协议，化解

市场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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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西部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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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王海丰、李义邦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并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1.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股权，能够增加公司资源储备，拓展资源开发品种，延伸矿产资源产业

链，提高公司整体科技含量； 

2.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

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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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增加公司资源储备，拓展资源

开发品种，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提高公司整体科技含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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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公司 2021 年年初至本次关联交易与西矿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为 0 元。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类别相关的交易累计金额为 17,610.0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共同投资设立“阳光采购”电商平台项目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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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集团共同投资设立“阳光采购”电商平台项目，总投资 1,400 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 420 万元占投资总额 30%。目前该项目已投入运行。 

（2）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受让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3.64%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以不高于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3.6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 17,190.09 万元，现金收购公司控股股东西矿集

团持有的青海甘河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3.64%。目前上述事项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关联交

易议案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三）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关联交易议案的审核意见 

（四）西部镁业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0]第 1-04223 号） 

（五）《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西

部镁业有限公司 91.40%的股权所涉及的青海西部镁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604 号）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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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西部矿业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相关议案的审阅意见 

（三）股权转让合同 

（四）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期货从业资格证书 

（五）评估机构的证券期货从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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