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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17-临 029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及收购资产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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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4月 2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白银有色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及收购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65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交所的要求，公司对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实，

现回复如下： 

一、据披露，截至目前，公司通过第一黄金持有斯班一 19.46%的股份，是

斯班一的第一大股东。公司称将通过第一黄金参与认购斯班一增发股份，保持

大股东的战略地位，继续实现第一黄金对斯班一的权益并表。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第一黄金在斯班一的持股比例，斯班一的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分析

说明公司对斯班一是否构成控制，并说明具体判断依据；（2）若对斯班一不构

成控制，与公司所称“继续实现第一黄金对斯班一的权益并表”的表述是否存

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3）若对斯班一构成控制，斯班一收购静水公司是否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请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股权比例：截至目前，本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白银贵金属投资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第一黄金集团有限公司（Gold One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第

一黄金”）59.21%的股权，第一黄金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企业。而第

一黄金持有南非斯班一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班一”）19.46%的股份，是

斯班一的第一大股东，斯班一的其余股东为南非及国际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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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斯班一的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构成，其中由第一黄金

委派的董事为 3名。斯班一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就其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其中，

斯班一股东大会普通议案须经持有 5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股东大会特别

决议案项须经持有 75%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董事会议案须经 50%以上的董事

通过。 

综上，根据第一黄金对斯班一的持股比例以及董事会成员委派人数，本公司

无法控制斯班一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表决情况，不构成对斯班一的控制权。 

（2）如前文问题（1）的回复所述，斯班一共设有 13 名董事，公司通过第

一黄金委派 3位董事。根据斯班一章程的规定，斯班一的经营决策需董事会过半

数通过。另外，斯班一章程亦规定，斯班一董事会成员的选任需经股东会持有

50%以上表决权股东通过，第一黄金不能控制董事会成员的选任。所以，公司对

斯班一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公司不能对斯班一实际经营实施控制。 

  根据会计准则，第一黄金可以对斯班一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核算（以

下简称权益法核算）。即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合并公司间接控股公司

第一黄金的财务报表，第一黄金按照对斯班一的持股比例和斯班一归属于股东的

净利润，按照权益法核算损益，在表述时简称为第一黄金对斯班一权益并表。 

（3）如前文问题（1）的回复所述，本公司对斯班一不构成控制，斯班一收

购静水公司不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截至本次公告发布之日，白银有

色通过白银贵金属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第一黄金 59.21%的股权。第一黄金持

有斯班一 19.46%的股份，是斯班一的第一大股东。根据第一黄金对斯班一的持

股比例及向斯班一董事会成员委派人数的情况，白银有色无法控制斯班一股东大

会、董事会的表决情况，因此，白银有色对斯班一不构成控制；白银有色仅通过

第一黄金对斯班一实现权益法核算；本次斯班一收购静水公司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据披露，斯班一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与静水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收购协议，双方约定因静水公司原因未能进行交易，则静水公司需向斯班

一股东支付收购对价 0.75%的交易分手费，如因斯班一原因未能进行交易，则斯

班一需向静水公司股东支付收购对价 1.5%的交易分手费。公司请补充披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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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收购协议生效条件的具体内容；（2）交易分手费条款的触发事由是否包括

政府审批等原因，如何界定因某方原因导致交易未能进行。请律师发表明确意

见。 

答复： 

（ 1 ） 根 据 斯 班 一 对 外 公 告 的 股 东 大 会 材 料 （ 网 络 链 接 ：            

https://www.sibanyegold.co.za/investors/transactions/stillwater-acqui

sition/publications）披露之相关内容，股权收购协议生效条件的具体内容为： 

 本次交易获得静水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获得斯班一的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获得所需的相关监管批准，具体包括：美国联邦反垄断法相关

审批、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审批，以及南非储备银行审批； 

 静水公司和斯班一应在所有重大方面履行并遵守《合并协议》中约定在

交易结束时或之前应由他们履行或遵守的所有声明和承诺；  

 自《合并协议》签署之日起，应不存在或在合理预期内不存在，单独或

合并地，对静水公司及其经营产生重大不利的影响。 

（2）本公司根据斯班一的公开披露信息以及国际收购并购的交易惯例对

分手费的安排进行简述，交易分手费条款的触发事项包括政府审批等原因。 

由静水公司导致的触发交易分手费条款的事项有：董事会、股东会未批准交

易等。 

由斯班一导致的触发交易分手费条款的事项有：董事会、股东会未批准交易、

交易未取得投资相关的政府批准等。 

截至目前，根据斯班一的最新公告，本次交易已获全部所需审批，其中包括

双方股东大会批准、美国反垄断法批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批准以

及南非储备银行批准。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认为，根据斯班一对外公告的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股权收购协议生效条件的具体内容包括静水公司股东（多数票）批准、

斯班一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监管批准、各方履行声明及承诺等内容。根据斯班一

的公开披露信息以及国际并购的交易惯例，分手费的触发条件一般包括交易最后

期限期满、交易未被交易双方董事会批准、交易未被交易双方股东会批准、交易

未被投资方所在国及投资标的国的相关机构批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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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根据斯班一的最新公告，本次交易已获全部所需审批，其中包括

双方股东大会批准、美国联邦反垄断法批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批

准以及南非储备银行批准。 

三、据披露，本次斯班一收购静水公司的交易中，交易总金额高达 28.1 亿

美元，其中，交易费用高达 1.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易对价的资金

来源和融资安排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融资方式、金额、成本，及对斯班一资产

负债率及生产经营的影响；（2）交易费用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用途、金额、

支付对象等信息。  

答复： 

（1）斯班一收购静水公司计划先期通过银行过桥贷款和自有资金完成收购

交割，后续通过配股增发和发债等方式募集资金，根据斯班一的公开信息披露，

交易对价融资安排及交易费用情况如下： 

根 据 斯 班 一 对 外 公 告 的 股 东 大 会 材 料 （ 网 络 链 接 ：            

https://www.sibanyegold.co.za/investors/transactions/stillwater-acqui

sition/publications）披露之相关内容，斯班一已获得由花旗银行、汇丰银行

牵头银团提供的 26.5 亿美元的过桥贷款。其中，10.5亿美元过桥贷款将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到期，16 亿美元过桥贷款期限为不超过 1 年。贷款利率为在伦敦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基础上浮 3.25%，贷款期限每超过 3个月利率再上浮 1%，最

高上浮 7.25%。同时，根据斯班一于 2017年 4月 18日发布的公告（网络链接：            

https://www.sibanyegold.co.za/investors/transactions/stillwater-acqui

sition/publications），后续斯班一将启动 10亿美元股权融资及10亿美元发债，

用于偿还过桥贷款，预计在 2017 年上半年完成。剩余部分的过桥贷款计划以：

矿产权益融资、可转换债券、股权融资或银行贷款等融资模式偿还，预计于 2017

年下半年完成。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斯班一的资产负债率为 60%，按计划完成收购交

易及融资安排后，斯班一的资产负债率估计上升至 61%，对资产负债率没有重大

影响。 

静水公司 2014-2016 年铂、钯合计产量为 16 吨、16 吨和 17 吨，铂钯合计

现金运营成本分别为 533 美元/盎司、487 美元/盎司和 437 美元/盎司。根据最

新的彭博预测价格，铂钯金属的长期综合价格预测中值预计为铂 1,300 美元/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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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钯 850 美元/盎司，当前铂价格约 930美元/盎司，钯价格约 820 美元/盎司。

根据公司的初步估计，预计斯班一在收购静水公司后盈利能力能够提升，并可以

覆盖融资费用。 

（2）据 2016年 12月 4日的董事会材料，交易费用初步估计为 1.3 亿美元，

包括：a）并购交易费用、b）过桥贷款费用以及 c）后期再融资安排费用。 

斯班一对外公告的股东大会材料就其中 a项并购交易费用进行了具体披露，

预计支付 3.4-3.7 亿兰特（约合 0.25-0.28 亿美元），明细如下。截至目前，斯

班一未在公开市场针对 b项过桥贷款费用和 c项后期再融资安排费用进行相关披

露。 

 

支付对象 用途 金额（单位：兰特） 

a.并购交易费用 

ENS Africa 法律服务费 1,295,000 

Linklaters LLP 法律尽调费 32,200,000 

Ince 公告费 500,000 

JSE 文档合规审核费用 120,000 

KPMG Inc. 独立财务尽调费 9,500,000 

FTC Premerger Notification 

Office 
反垄断法律服务费 3,920,000 

The Mineral Corporation, Larry 

Cramer and Wrigh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技术尽调费 4,000,000 

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 Torys LLP, Marval, 

O’Farrell & Marial, Carey y Cia 

Law Firm and Browning 

Kaleyczyc, Berry & Hoven, P.C. 

法律服务费和尽调费 5,000,000 

Brunswick 投资者联系服务费 3,500,000 

Ernst & Young 
财务报告准则转换服务

费 
3,700,000 

JPMorgan 保荐人费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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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财务顾问费 140,000,000 

HSBC Bank plc 财务顾问费 91,000,000-119,000,000 

Qinisele Resources 公司顾问费 40,000,000-50,000,000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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