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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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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

投资的两条中试线出售给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

金石”），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9,089,297.20元。 

 包钢金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王福良及高管苏宝刚分别在包钢金

石担任董事及经理。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事项，过去 12个月内公司

未与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

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签署《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书》。其中，6.1款约定由公司“投资在山上、山下生产厂区内，各建一个

工业试验车间，规模 150 吨/天。试验成功后，由合资公司 1（内蒙古包钢金石

选矿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上述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公司已投资建设两个工业试验车间，试验小组已

于 2021 年 8月 17日提交《中试浮选报告》，2021年 8月 19日经专家评审会评



审，认为《中试浮选报告》达到可研报告指标。 

现公司拟与包钢金石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书》，将投资建设的上述两个工业

试验车间（即“两条中试线”）出售给包钢金石，根据资产评估并经内蒙古国资

委备案确定，交易金额共计人民币 9,089,297.20 元（含税）。交易价格相比账

面值溢价增值率为 3.77%。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两条中试

线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福良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包钢金石系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王福良及高管苏宝刚分别在包钢金石担

任董事及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事项，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

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王福良及高管苏宝刚分别在包钢金石担任董事及经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包钢金石系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206MA0R5B8699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包钢集团宝山矿业有限公司



办公楼 322 室 

5.法定代表人：陈宏超 

6.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萤石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铁及其他金属矿、铜及其他有色金属

矿的投资、技术开发；矿产品开采、加工、检测的技术咨询；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份、金石资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3%股份、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3%股份、龙大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股份。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44,709,415.73 291,781,494.22 

负债总额 52,080,894.13 93,251,046.15 

资产负债率 36% 31.96%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52,080,894.13 93,251,046.15 

净资产 92,628,521.60 198,530,448.07 

营业收入 36,734,480.52 109,697,891.57 

净利润 -7,371,478.40 5,448,696.78 

除上述说明的关联关系外，关联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关联人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类别为出售资产，标的资产为公司投资的两条中试线，主要包

括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机器设备、材料配件、援建人员费用等，两条中试线

资产分别分布在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宝山矿业公司院内、包头市昆区包钢院内。 

（二）权属状况说明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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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相关资产运营情况说明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机器设备共计 73 项，其中山上 33 项，山下 40 项。主

要包括选矿设备、过滤设备、动力设备、浓缩设备、检测仪器仪表等。两条中试

线分别于 2021 年 5 月和 2021年 7月开始试车。  

（四）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根据内蒙古兴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内兴鼎资评字（2022）第 051

号资产评估报告，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775.15万元；经实施清查核实、市场调查和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3 月 31 日，持续经营和公开市场前提下，在建工程评估值为 804.36 万

元，增值额 29.21万元，增值率为 3.77%。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非流动资产 775.15 804.36 29.21 3.77 

2 其中：在建工程 775.15 804.36 29.21 3.77 

3 资产总计 775.15 804.36 29.21 3.77 

注：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3月 31 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未经审计；评估方

法：成本法；价值类型：市场价值；资产收购价格共¥8,043,625.84元（不含 13%增值税），

含增值税金额为¥9,089,297.20元。 



该评估报告已在内蒙古国资委履行完毕备案程序，备案编号为 NGC 2023 

0005。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双方拟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 

出让方（甲方）：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二）资产收购范围及验收 

鉴于公司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

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签署《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

协议书》。其中，6.1款约定由公司“投资在山上、山下生产厂区内，各建一个

工业试验车间，规模 150 吨/天。试验成功后，由合资公司 1（内蒙古包钢金石

选矿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上述投资合作协议签订后，公司已投资建设两个工业试验车间，试验小组已

于 2021 年 8月 17日提交《中试浮选报告》，2021年 8月 19日经专家评审会评

审，认为《中试浮选报告》达到可研报告指标。本次的资产收购范围及验收为“山

上”“山下”工业试验车间各一个。资产清单详见资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汇总

表及明细表》【内兴鼎资评字（2022）第 051 号】。  

（三）资产收购价格 

资产收购价格共 8,043,625.84 元（不含 13%增值税），含增值税金额为

9,089,297.20 元。该价格系根据【内兴鼎资评字（2022）第 051号】资产评估报

告并经内蒙古国资委备案【备 NGC20230005】确定。 

（四）付款期限 

协议签订后，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 3个月内，乙方一次性支付全

部款项。 



（五）资产交割日 

协议签订且乙方支付全部收购款项后，收购范围内资产所有权归属乙方所有。

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全部收购款项当日向乙方交付收购范围内资产涉及的全部权

利证书和书面文件。甲方向乙方交付收购范围内资产涉及的全部权利证书和书面

文件后视为甲方完成了本协议项下的交付义务（移交资产的义务）。 

（六）各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保证按协议移交本协议约定范围内的资产，乙方保证按协议约定支付款

项。 

（七）违约责任 

甲方不按时移交资产或乙方不按约定支付款项，另一方可要求赔偿损失。如

有逾期，则违约方按万分之三/天支付违约金。 

（八）合同纠纷 

甲乙双方应就本协议发生的纠纷友好协商解决，协调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

在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九）合同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符合公司经营及履行《萤石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需要，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日常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两条中试线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福良

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该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出售资产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

日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议案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予以事先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要，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本次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已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资产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其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

求，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上述资产转让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本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1. 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备

案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2.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内蒙古包钢金石选矿有限责任公司出售两条中试线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事项，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

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2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