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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向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相关事项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托担任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盛达矿业”、“公司”或“上市公司”）2016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并获授权为公司该次

重大资产重组出具法律意见书。 

2016 年 4 月 27 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6 年第 30 次会

议审议，本次重组获有条件通过。2016 年 6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盛达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39 号），核准了本次重组。2016 年 7 月，盛达矿业实施

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 11 月 13 日，盛达矿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河华冠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河华冠”）

以其所持有的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回购”）。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审慎核查，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简介 

2016 年 7 月，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 13.22 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三河华冠

发行 61,241,600 股购买其持有的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矿业”）

100%股权；向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赵庆、朱胜利分别发行 43,680,14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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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0,650 股、1,284,710 股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赤峰金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赤峰

金都”）100%股权。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光大矿业、赤峰金都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中光大矿业主要资产包括大地采矿权和老盘道背后探矿权。 

2017 年 1 月，光大矿业收到《赤峰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内违法

违规建设活动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赤环发[2016]303 号）和《克什克腾旗环保局关于

对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建设活动进行整顿管理的通知》（克环发[2016]172 号）的文件，

克旗环保局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光大矿业内蒙克什克腾旗老盘道背后锡多金属矿详

查项目经 GPS 坐标定位表明，该项目位于黄岗梁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2017 年 8 月，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内工矿企业退出方案》，并作出

规定：“位于实验区内合法的矿业权，限期退出自然保护区；对于矿业权退出的补偿，

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按照资源税分成比例，由自治区、盟市和旗县（市、区）分

担补偿费用；盟市、旗县（市、区）是补偿主体，承担补偿资金落实责任。”光大矿业

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为自然保护区设立前合法存在的探矿权项目，属于上述退出方案规定

的矿业权退出及补偿的范围。 

根据老盘道背后矿区开发利用方案和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该矿山建设规模为 30 万吨/年。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本次因国家政策调

整被强制退出后，将无法开发并产生效益，为避免该资产无法产生利润对上市公司经营

业绩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确保重组时各方签署的《业绩承

诺补偿协议》的正常履行，公司拟与光大矿业、三河华冠签署《注销股份回购老盘道资

产协议书》，由原重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

道背后探矿权，对价股份由三河华冠直接向上市公司支付，并由上市公司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注销。同时，上市公司拟与原重组各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取消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对应的业绩承诺，对应调整三河华冠作出的关于光

大矿业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本次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存在关联关系。赵满堂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且为公司董事，三河华冠为实际控制人赵满堂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三河华冠本次回购老盘道背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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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构成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八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三河华冠以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马江河、

赵满堂、赵庆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该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注销股份回购老盘道资产协议书》 

基于相关规定以及本次交易的需要，公司拟与光大矿业、三河华冠签署《注销股份

回购老盘道资产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光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丙方：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标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 

（1）交易标的：盛达矿业子公司光大矿业持有的老盘道背后探矿权。 

（2）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三河华冠向光大矿业回购其持有的老盘道背后探矿权，

对价为三河华冠持有的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三方同意三河华冠直接向盛达矿业支付该等

对价，盛达矿业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对该等对价股份予以注销。 

3、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博金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根据盛达矿业 2015 年重组时的矿权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煤思维评报字【2015】第 118 号《探矿权评估报告》结果显示，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评估值为 43,171.07 万元（包含负债）。依据该评估值，老盘道背后

探矿权的回购价格确定为 43,171.07 万元，同时，按照重组时的发行价格 13.22 元/股计

算，三河华冠对应支付盛达矿业 32,655,877 股股份，具体数额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4、资产交割 

（1）盛达矿业 2016 年 7 月重组交易标的之一是光大矿业 100%股权，盛达矿业发

行 61,241,600 股股份为对价；本次回购交易标的系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其项下无固定资

产；本次回购交易价格参照之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的评估价值 43,171.07 万元，回购

资产的价值中已包含了应承担的负债，三河华冠无需单独承接负债。 

（2）经各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当日起，光大矿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道背

后探矿权证，但因老盘道探矿权无法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放弃履行实质上的交

付。在光大矿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证后，对于老盘道背后探矿权退出后

的政府补偿，由三河华冠享有；同时，三河华冠同意放弃对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所有权。 

（3）由于无法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为保证本协议能够切实履行，在光大矿

业向三河华冠交付老盘道背后探矿权证后，涉及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的相关事宜均由三河

华冠具体操作，光大矿业、盛达矿业应予配合。 

5、股份注销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河华冠即办理 32,655,877 股股份（具体数额以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审核结果为准）至盛达矿业开立的回购专用账户，

并由盛达矿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申请注销，在办理股份过户至回购专用账户

过程中三河华冠无条件给予配合。 

6、业绩承诺 

在三河华冠以其持有的盛达矿业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交易实施

的同时，交易各方应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明确对业绩承诺进行调整，

取消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对应的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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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情况下生效且为不可撤销协

议： 

（1）甲方、丙方各自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或相应权力机构）审议批准本次

交易。 

（2）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无异议。 

（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三河华冠以所持上市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并由上市公

司对该等对价股份进行注销，实质上等于三河华冠提前履行了对于光大矿业老盘道矿区

在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义务，回购完成后，老盘道矿区

对应的业绩承诺也随之取消。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与原重组交易对方三河华冠、盛达

集团、赵庆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时，三河华冠作出承诺：光大矿

业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配套募集资金投入产生的效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5,758.18 万元、5,715.76 万元及 5,715.76 万元。 

三、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7 年 10 月 18 日，三河华冠作出关于以持有的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2、2017 年 11 月 13 日，盛达矿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三河华冠以所持公司部分股份为对价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3、2017 年 11 月 13 日，盛达矿业独立董事作出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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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回购的交易方案合法、合规，交易价格以公司 2015 年度重组时的评估价值及

对应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允，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次回购签署的交易协议合法、合规，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情形。 

本次回购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董事会审议相关

议案时，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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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向盛达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老盘道背后探矿权相关事项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                               

蓝晓东：                                   蓝晓东 ：           

 

2017 年 11 月 13 日                          雷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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