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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接受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公司”、“上市公司”

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

财务顾问。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独

立财务顾问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

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其他依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不构成对兴业矿业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独

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独立财务顾问

不承担任何责任。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所依据的文件和材料由兴业矿业提供，兴

业矿业对其所提供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保证该等信息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

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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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

发行人、兴业矿业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重

组、本次交易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交易对方 指 

合计持有银漫矿业 100%股权的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伟、吉祥、吉喆、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的李献来、李佳、李佩 

交易标的、标的资

产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正镶白旗乾金

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银漫矿业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旗乾金达 指 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集团 指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铭望投资 指 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铭鲲投资 指 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劲科投资 指 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翌望投资 指 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彤翌投资 指 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劲智投资 指 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彤跃投资 指 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翌鲲投资 指 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铭望投资等 8 家合

伙企业 
指 

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 8 名特

定投资者 

指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复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余艳平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银漫矿业

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银漫矿业补

充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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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白

旗乾金达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

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银漫矿业采矿权

评估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矿评字[2016]第 001 号《西乌珠穆沁旗银漫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书》 

长城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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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和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375,924,352股股份及支付现金13,577.44万元购买兴业

集团、吉祥、吉伟、吉喆以及铭望投资等8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的银漫矿业矿业

100%股权；发行162,120,312股股份购买李献来、李佳和李佩合计持有的白旗乾

金达100%股权。同时，公司向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19,632.55万元，不超过本次交

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375,924,352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13,577.44 万元购买兴

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以及铭望投资等 8 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的银漫矿业矿

业 100%股权；发行 162,120,312 股股份购买李献来、李佳和李佩合计持有的白旗

乾金达 100%股权。 

1）向银漫矿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银漫矿业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发行人新增股份

及现金对价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银漫矿业股

权占比（%） 
交易对价 以现金支付 以股权支付（股） 

1 兴业集团 48.17 116,276.41 - 191,875,264 

2 吉伟 18.89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3 吉祥 18.89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4 吉喆 8.50 20,517.95 2,460.00 29,798,597 

5 铭望投资 1.12 2,703.54 37.20 4,399,900 

6 铭鲲投资 0.35 844.86 11.71 1,374,834 

7 劲科投资 0.90 2,172.49 29.44 3,536,386 

8 翌望投资 0.93 2,244.90 30.84 3,653,564 

9 彤翌投资 0.44 1,062.11 14.34 1,728,993 

10 劲智投资 0.97 2,341.46 32.28 3,810,528 

11 彤跃投资 0.43 1,037.97 14.30 1,689,224 

12 翌鲲投资 0.41 989.69 13.39 1,61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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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00.00 241,387.60 13,577.44 375,924,352 

注：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及《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交易对

方一致同意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及《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中

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乙方自愿放弃。 

2）向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通过发行人本次收购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取得的发行人新增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或名称 
对白旗乾金达的持股

比例（%） 

享有标的资产价

值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发行人股份（股） 

1 李献来 68.00 66,806.53 110,241,798 

2 李佩 16.00 15,719.19 25,939,257 

3 李佳 16.00 15,719.19 25,939,257 

合计 100.00 98,244.91 162,120,312 

注：根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协议》，交易对方一致同意依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

金达协议》中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乙方自愿

放弃。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配套融资向不超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特定投资者包括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产业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以及其他

合法投资者等，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公司和独立财务顾

问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依次按“价格优先、认购规模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确定最终发行价格为8.76元/股，发行数量为136,566,837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1,196,325,492.12元，并将发行对象确定为以下8名特定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6 20,128,482 176,325,502.32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6 13,698,630 119,999,998.80 

3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76 13,698,630 119,999,9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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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76 20,547,945 179,999,998.20 

5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6 13,698,630 119,999,998.80 

6 深圳市复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6 13,698,630 119,999,998.80 

7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6 27,397,260 239,999,997.60 

8 余艳平 8.76 13,698,630 119,999,998.80 

合计 136,566,837 1,196,325,492.12 

（二）交易资产的交割和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6年11月11日，正镶白旗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准了白旗

乾金达的股权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白旗乾金达100%股权已过

户登记至兴业矿业。 

2016年11月12日，西乌珠穆沁旗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准了

银漫矿业的股权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银漫矿业100%股权已过

户登记至兴业矿业。 

2016年11月12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

衡验字（2016）00205号）。经其审验确认，截至2016年11月12日止，上市公司已

收到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铭望投资等八家合伙企业，以及李献来、李

佳和李佩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538,044,664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

额为人民币1,731,933,720元。 

2、过渡期损益 

在本次交易中，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交

易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起至标的公司交割完成日止，银漫矿业和旗乾金达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发行人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各自的全体股东

按其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发行人予以补偿。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银漫矿业、白旗

乾金达过渡期损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衡专字（2016）01431号、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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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字（2016）01432号《专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自2015年12月1

日至2016年11月12日，银漫矿业的净利润为-11,038,673.35元，白旗乾金达的净利

润为-3,868,718.47元。2016年12月5日，公司全额收到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的过渡

期损益补偿款共计14,907,391.82元。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出具了《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已受理公司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兴业矿业

向交易对方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铭望投资等八家合伙企业和李献来、

李佳、李佩发行的538,044,664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

司的股东名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变更为1,731,933,720股。 

4、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49 号《关于核准内蒙古兴业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136,566,837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76

元，共募集资金 1,196,325,492.12 元。扣保荐费及承销费用 33,920,000.00 元余额

人民币 1,162,405,492.12 元由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汇入兴

业矿业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即兴业银行呼和浩特成吉思汗大街支行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账号 592080100112341012）。另减除验资费 300,000.00 元、发行

登记费 136,566.84 元后，兴业矿业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1,968,925.28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天

衡验字（2016）00244 号《验资报告》。 

2016年12月27日，兴业矿业就本次配套融资所涉及的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

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0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已经完成资产的交付与过

户，标的资产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

资金新增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在本次交易中，根据交易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自交

易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起至标的公司交割完成日止，银漫矿业和旗乾金达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发行人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各自的全体股东

按其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发行人予以补偿。 

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银漫矿业、白旗

乾金达过渡期损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衡专字（2016）01431号、天衡

专字（2016）01432号《专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自2015年12月1

日至2016年11月12日，银漫矿业的净利润为-11,038,673.35元，白旗乾金达的净利

润为-3,868,718.47元。2016年12月5日，公司全额收到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的过渡

期损益补偿款共计14,907,391.82元。 

（二）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为：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银漫矿业股东取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吉兴业、吉兴军、张

侃思通过本次资产重组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进行转让，上述36个月锁定期限届满后，其

通过本次资产重组所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的，承诺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

的60%可解除锁定，如在上述期间内因承诺方需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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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导致上市公司回购本单位/本人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

前述可解锁股份数量应扣除已回购股份数量（如涉及）；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且承诺方在《业绩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的（如涉及），承诺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

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兴业矿业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的，则兴业集团、吉

祥、吉伟、吉喆、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持有兴业矿业的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若上述期间兴业矿业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银漫矿业全体股东中铭望投资、铭鲲投资、劲科投资、翌望投资、彤翌投资、

劲智投资、彤跃投资、翌鲲投资通过本次资产重组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自

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的股份的出售或转

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系银漫矿业的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

合伙企业将直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为上

述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

侃思通过持有上述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合计4,526,249

股，具体如下： 

吉祥持有劲智投资21.24%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智投资将获得上

市公司3,810,528股股份，吉祥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09,356股股份； 

吉伟持有劲智投资21.05%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智投资将获得上

市公司3,810,528股股份，吉伟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02,116股股份； 

吉兴业持有铭望投资25.37%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铭望投资将获得

上市4,399,900股股份，吉兴业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1,116,254股股份； 

吉兴军持有铭望投资19.73%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铭望投资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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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4,399,900股股份，吉兴军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68,100股股份； 

张侃思持有劲科投资26.31%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科投资将获得

上市3,536,386股股份，张侃思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930,423股股份。 

根据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出具的《关于配合间接持有股份锁定期

安排的承诺函》，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

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后12个月内，劲智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吉祥、吉伟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吉祥、吉

伟，并办理吉祥、吉伟的退伙手续；铭望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吉兴业、吉兴军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吉兴业、

吉兴军，并办理吉兴业、吉兴军的退伙手续；劲科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张侃思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张侃

思，并办理张侃思的退伙手续。 

根据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补充

承诺函》，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通过本次交易间接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通过前述安排转为其直接持有的股份后，该等股份将按照其出具的《关

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中的相关股份锁定期安排继续锁定。 

根据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作出的承诺，在36个月锁定期届满之后

12个月内，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中相当于间接持股主体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间接持股

主体，并办理间接持股主体的退伙手续，以配合实现本次交易中间接持股主体间

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2）白旗乾金达股东取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兴业矿业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李献来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在白旗乾金达所持有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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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探矿权完成探矿权转采矿权、白旗乾金达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前不得设定质押

或进行其他融资。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前述锁定期另有要求的，白旗乾金

达全体股东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的股份

的出售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2、募集配套资金 

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的投资者所认购的发行人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至12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三）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根据《银漫矿业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 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 万元，在此

基础上，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和吉喆预测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6,567.91 万元、46,389.65 万元、46,389.65 万元。

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和吉喆承诺，采矿权资产 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6,567.91

万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82,957.56 万元，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29,347.21 万元。若在业绩补偿期内

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利润数，则兴业集团、吉伟、吉祥和吉喆将对公司进行补偿，

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各方同意，若本次配套融资得以成功实施，则

负责兴业矿业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对采矿权资产当年

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时，采矿权

资产实际净利润数的确定应当在采矿权资产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的基础上，剔除因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的投入而对采矿权资产财务费

用的影响因素。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对采矿权资产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14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对采矿权资产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实

际用于银漫矿业的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银漫矿业所得税税率）×资

金实际使用天数/365。 

（四）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作出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承诺： 

“一、本次重组前，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不

存在经营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业务的情形。 

二、兴业集团下属子公司天贺矿业的主营业务为银矿采选、销售，本次重组

完成后，银漫矿业将成为上市公司持股100%的公司，银漫矿业目前处于建设阶

段，待其正式投产后将拥有银矿采选、销售业务，若届时天贺矿业仍在生产经营

中，天贺矿业与银漫矿业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同业竞争。由于天贺矿业实际可采

储量较低、盈利能力较差、资产负债率较高、实际可采年限较短，且目前处于停

产状态，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因此兴业集团未通过本次重组将天贺矿业

与银漫矿业一并注入上市公司。 

三、除天贺矿业外，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如有）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 

四、如本单位/本人或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获得的商业机会

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单位

/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

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竞争，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

害。 

五、如因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业务发展或延伸导致其主营业务与本单位/

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如有）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

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如有）将视具体情况采取如下可行

措施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相竞争：（1）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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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2）将相竞争的业务及资产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3）将相竞争的

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4）其他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方式。 

六、本单位/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单位/本人将赔偿

上市公司由此遭受的损失。” 

为完善兴业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进一步明确履约时限等，兴

业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补充承诺函》，承诺事项如下：“本次重组完

成后，在兴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外）从事探矿业务完成探矿权转为

采矿权后，兴业集团将在 24 个月内提议兴业矿业董事会审议相关资产的注入议

案，并由兴业矿业董事会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兴业矿业股东大会表决。在兴

业集团及下属子公司（除上市公司外）相关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当年，兴业集团

将相关采矿权或采矿业务子公司交由上市公司托管经营。” 

2、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承诺 

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一、本次交易前，本人及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中，除西藏博盛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从事金矿采选、生产与销售外，不存在其他开展有色金属产品

的采选、生产与销售业务的情形，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

其生产、经营的矿产品中不包括金矿、钼矿，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如有）

目前不存在经营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的情形。 

二、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如有）不会从事任何与

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三、若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拥有的探矿权转为采矿权，且该采矿权

涉及的矿产品种与兴业矿业届时生产、经营的矿产品种相同，则在相关采矿权投

产形成利润后一年内，本人将启动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将该等采矿权资产转让给

兴业矿业或与本人无关联第三方的程序，兴业矿业在同等条件下对该等采矿权资

产享有优先购买权。 

四、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获得的商业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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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以避免与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形成同业

竞争，以确保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五、如因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业务发展或延伸导致其主营业务与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其它企业（如有）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其它企业（如有）将视具体情况采取如下可行措施以避免与上市公司相竞争：

（1）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将相竞争的业务及

资产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3）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4）其他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方式。 

六、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将赔偿上市公司由此遭

受的损失。” 

（五）交易对方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作出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企业将尽可能的避

免和减少与兴业矿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2、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

企业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包括回避表决等合法程序，依法签署合法有效的协议文

件。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企业不通过关联关系向兴业矿业及其合并

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谋求特殊的利益，不会与兴业矿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

各级控股公司发生任何有损兴业矿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和兴业

矿业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股东利益

的关联交易。 

3、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兴业

矿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的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兴业矿业及其合

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为本人/本单位及本人/本单位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

保。 

4、本人/本单位不会利用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兴业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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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单位及本单位的

关联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地位及影响谋

求与兴业矿业及其合并报告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5、如违反上述承诺给兴业矿业及其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承担一

切损害赔偿责任。” 

（六）交易对方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作出的承诺 

“一、本次重组前，银漫矿业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

与本单位/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完全分开，银漫矿业的业务、资产、人

员、财务和机构独立； 

二、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本人及本单位/本人控制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

市公司股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

机构、人员、财务的独立性。” 

2、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承诺 

“一、本次重组前，白旗乾金达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完全分开，白旗乾金达的业务、资产、人员、

财务和机构独立； 

二、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身

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

务的独立性。”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方均未违

反相关承诺。 

三、标的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 

（一）银漫矿业 2017 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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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漫矿业 2017 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 46,711,12 

募集资金的财务费用 3,768.90 

扣除财务费用后的净利润 42,942.22 

业绩承诺金额 36,567.91 

是否完成承诺业绩 是 

注：配套募集资金对采矿权资产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配套募集资金对采矿权资产财务费用的影响数额=配套募集资金实际用于银漫矿业的

金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银漫矿业所得税税率）×资金实际使用天数/365。 

银漫矿业 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金额及配套募集资金影响金

额以后的净利润 42,942.22 万元，完成了当期的承诺业绩。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银漫矿业 2017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

响金额及配套募集资金影响金额以后的净利润已达到业绩承诺方的业绩承诺。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 2017 年度总体情况 

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明显，我国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经济结构调整逐

见成效，新旧动能转换加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呈现向好局面。

2017年也是兴业矿业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且成功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首年,

主力矿山银漫矿业顺利达产，公司业绩达到了质的飞跃。公司以身体力行深化安

全管理，实现企业本质安全为重点；抢抓机遇，落实生产任务，实现企业效益。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1,143.9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3.90%；实现利润总额

75,607.8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4.0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498.53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31.56%。 

（二）2017 年度上市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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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2,111,439,098.89 865,709,634.32 143.90% 829,713,41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64,985,327.55 89,458,746.07 531.56% -28,796,82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70,985,749.71 93,829,570.54 508.53% -24,617,68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166,917,269.46 196,379,929.06 494.21% -59,573,76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24 0.0568 432.39% -0.0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24 0.0568 432.39% -0.01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3.12% 7.91% -1.03%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9,331,359,719.75 9,762,776,062.90 -4.42% 6,542,509,66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5,384,406,824.12 4,864,492,161.94 10.69% 2,744,245,177.43 

（三）2017 年度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2,111,439,098.89 100% 865,709,634.32 100% 143.90% 

分行业 

采矿行业 2,032,496,014.79 96.26% 672,475,109.03 77.68% 202.24% 

冶炼行业 37,026,754.50 1.75%    

商品流通 30,123,008.29 1.43% 189,419,449.22 21.88% -84.10% 

基金管理   1,232,319.88 0.14% -100.00% 

其他 11,793,321.31 0.56% 2,582,756.19 0.30% 356.62% 

分产品 

锌精粉 1,078,242,190.57 51.07% 560,489,883.65 64.74% 92.37% 

铁精粉 177,914,033.38 8.43% 111,985,225.38 12.94% 58.87% 

钨精粉 10,130,461.96 0.48% - - - 

铋精粉 11,881,046.96 0.56% - - - 

铅精粉 46,112,455.72 2.18% - - - 

含铅银精粉 240,828,594.24 11.41% - - - 

含铜银精粉 213,214,851.74 10.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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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精粉 218,010,287.19 10.33% - - - 

锡次精粉 36,162,093.03 1.71% - - - 

粗铅 26,033,268.87 1.23% - - - 

高铅渣 10,993,485.63 0.52% - - - 

铅精粉（贸易） 30,123,008.29 0.14% - - - 

铅锭 - - 189,419,449.22 21.88% - 

基金管理 - - 1,232,319.88 0.14% - 

其他 11,793,321.31 0.56% 2,582,756.19 0.30% 356.62% 

分地区 

国内销售 2,111,439,098.89 100.00% 865,709,634.32 100.00% 143.90%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7 年度兴业矿业各项业务的发展情况良好，

业务发展符合预期。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仍将继续积极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督

导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履行相关规定和程序，使企业保持良好运行的状态，保

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及运行情况 

目前，公司已建立健全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要求的、能够保证中小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

构。公司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三会一层”

的公司治理结构，分别行使权利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责，

各机构在日常的运行中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确保了公司的规范运作

和科学决策，保证了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顺利执行。董事会设立了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以专门机构加强内部控制环境建设。公司审计委员会下设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执行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督和检查，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相关

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权。 

公司制定了详细的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涵盖了财务管理、生产管理、资源

采购、产品销售、对外投资、行政管理等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确保各项工作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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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循，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系。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根椐《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建立并运行了较为有效

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有效、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公

司治理结构，在保证公司正常有序经营、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真实

准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

方案不存在差异。 

七、持续督导总结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

的资产及股份已经完成交割及登记过户，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露义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及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在本次重组中获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依法履行了登记手续，并按照交易协议和承诺函的约定进行了锁定，

在各自的锁定期内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协议约定及承诺的情形。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募集、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

定。截至本督导意见签署之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各方不存在违

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提及的各项业务发展稳健；自交易

完成以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

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本次交易所购买资产在 2017 年度实现了承诺

利润，后续 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截至本督导意见签署之日，独立财务顾问对兴业矿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持续督导到期。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

继续关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所作出的业绩承诺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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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2017年度持

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庄晶亮          夏静波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8日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目  录
	释  义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和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募集配套资金

	（二）交易资产的交割和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2、过渡期损益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
	4、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二）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募集配套资金

	（三）交易对方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四）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作出的承诺
	2、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承诺

	（五）交易对方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六）交易对方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作出的承诺
	2、李献来及其一致行动人作出的承诺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三、标的公司利润承诺实现情况
	（一）银漫矿业2017年度的业绩实现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2017年度总体情况
	（二）2017年度上市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三）2017年度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及运行情况
	（二）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七、持续督导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