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8-07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兴业矿业”）拟作为战

略投资人参与和推动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股份”，为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070）重整，公司拟以借款形式向众和

股份及其相关下属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6 亿元的财务资助（以下简称“本次财

务资助”），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 借款安排 

1. 鉴于众和股份面临的债务危机与退市风险，众和股份拟引入兴业矿业

作为战略投资人参与和推动众和股份的重整，兴业矿业拟通过众和股份重整成为众

和股份的控股股东，兴业矿业同意向众和股份提供必要的财务资助、资源、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支持，共同推动众和股份纺织板块资产的剥离以及新能源板块业务的正

常生产经营，协助众和股份制定锂电新能源业务 2018年度的经营方案与计划，延长

业务产业链，完善业务布局，提升经济效益，使众和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

能力，以化解众和股份的债务危机和退市风险。 

公司本次作为战略投资人参与和推动众和股份的重整，向众和股份及其相关下

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同时，公司将充分发挥在矿产勘查、采选冶炼、企业管理等

方面的丰富经验，协助众和股份整体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并通过重整取得

众和股份的控制权，将公司的业务范围延伸到锂矿、新能源领域，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 基于上述原因，兴业矿业同意在 2018年度向借款人，即众和股份及其

主要的下属新能源板块子公司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坝新能

源”）、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天骄”）、马尔康金鑫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矿业”），提供合计最高额不超过 6亿元的财务资助借款。 

3. 在借款最高额范围内，各借款人可按合理需要向兴业矿业申请借款，

随用随借，随借随还。在借款过程中，相关借款人应当按照兴业矿业的要求提供业

务合同等资金使用相关资料，兴业矿业在审核确认相关资金用途后，与相关借款人

签署借款合同，相关资金由兴业矿业直接支付至专项用途最终收款账户。 

（二） 借款的利息及还款安排、担保措施 

1. 借款的利率为固定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银行贷款

基准利率为准。利息按照借款人实际占用资金的天数计算，即自兴业矿业向专项用

途最终收款账户支付相关款项之日起计算，至借款人向兴业矿业偿还该等款项及利

息之日为止（借款利息=借款本金金额×日利率×实际占用天数）。 

2. 众和股份将新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众和股

份新能源板块的所有对外销售业务（包括阿坝新能源相关锂盐产品、深圳天骄及其

下属公司相关三元正极材料等产品、金鑫矿业相关锂精粉产品的销售业务）的全部

对外销售合同应当约定，众和股份及其相关下属公司委托结算公司向其客户结算并

收取销售款项，所有销售收入资金应当全部支付至以结算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

结算公司在取得销售收入资金后，众和股份及相关下属公司委托结算公司立即将该

等资金直接支付给兴业矿业，用于代替借款人偿还兴业矿业提供的借款及利息，直

至借款人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 

3. 上述用于收取销售收入资金的以结算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应由兴

业矿业和结算公司共同管理，结算公司与兴业矿业应共同办理共管账户的具体手续，

该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应分别由兴业矿业、结算公司共同确认且加盖兴业矿业、结算

公司双方在银行的共管账户预留印鉴后方可对外支付。 

4. 本次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借款人还款时，借款人或前述结

算公司应当将借款本金及利息支付至兴业矿业指定的账户。 



 

5. 担保措施如下：（1）众和股份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厦门众和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新能源”）以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深圳天骄 70%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2）众和股份为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 

6. 为了保障兴业矿业向借款人提供的前述借款的资金安全，监督借款资

金按约定运转，在众和股份董事会换届过程中，根据众和股份控股股东许金和先生

出具的承诺函，许金和先生将提议对众和股份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众和股份董事会

的人数将由 5 名增加至 7 名，在众和股份董事会换届时，将向股东大会提名 2 名兴

业矿业推荐的人员作为众和股份董事候选人。 

（三）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用途 

兴业矿业向借款人提供的上述借款应当用于以下专项用途：（1）众和股份支付

所拖欠的员工费用；（2）阿坝新能源锂盐加工业务在 2018年度的正常经营；（3）深

圳天骄及其下属公司三元正极材料业务在 2018 年度的正常经营；（4）金鑫矿业锂矿

矿山环保、安全、土地等矿山合规手续的完善及 2018年度的正常经营。 

（四） 对财务资助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已通过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本次财务资助相关事项的授权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相关的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借款协议和担保协议的签署、借款款项支付、质押登记办

理以及与本次财务资助相关的其他事项。 

三、 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 众和股份 

名称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7279127050 

住所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西许工业区 5-8号 

法定代表人 许建成 



 

注册资本 63,525.8156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2002年 02月 25日 

经营期限 2002年 02月 25日至 2052年 02月 25日 

经营范围 

服装面料及其他纺织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对外贸易；木

制品、建材、五金、机械电子设备、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

首饰）、日用品的销售；污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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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众和股份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许金和先生、许建成先生（以下简称“许氏父子”）合计持

有众和股份 135,701,007 股股票，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36%，许氏父子为众和股份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否 

 

众和股份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65,649.02 

负债总额 209,271.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50,512.34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88,610.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915.12 

 

众和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的主要负债均已逾期未清偿，主要资产被查封冻

结，债务危机非常严峻。2017年 11月 2日，众和股份收到莆田市华冠新能源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公司”）送达的相关通知书，称华冠公司以众和股份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截至目前，

该申请尚未被法院受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众和股份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

有重大不确定性。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等网站的公示信息，众合股份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被执行人名称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众和股份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7）粤 0608 执 2812 号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11 月 20 日 (2017)闽 0305 执 2389 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02 月 08 日 (2017)闽 0211 执 366 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2016 年 08 月 12 日 (2016)闽 0305 执 01434 号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 

2016 年 06 月 21 日 (2016)川 0781 执 1103 号 绵阳市江油市人民法院 

2016 年 06 月 20 日 (2016)闽 02 执 00473 号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 阿坝新能源 

 

名称 阿坝州众和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3200662757803P 

住所 汶川县百花乡瓦窑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翁国辉 

注册资本 15,096.4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 05月 30日 

经营期限 2007年 05月 30日至 2037年 05月 29日 

经营范围 

氢氧化锂、碳酸锂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氢氧化锂、

碳酸锂的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厦门新能源持有 62.95%股权 

厦门黄岩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33.19%股权 

陈振厚持有 3.86%股权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否 

 

阿坝新能源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63,540.26  

负债总额 43,730.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19,675.68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3,060.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47.64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等网站的公示信息，阿坝新能源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被执行人名称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阿坝新能源 2018 年 4 月 11 日 （2018）川 32 执 9 号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 

阿坝新能源 2018 年 3 月 15 日 
（2018）川 0681 执 342

号 
广汉市人民法院 

阿坝新能源 2018 年 02 月 23 日 (2018)闽 0203 执 1490 号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三） 深圳天骄 

 

名称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67599098B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东部奔康工业区 A28栋 101、201、A12

栋 101 

法定代表人 陈建山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 11月 08日 

经营期限 2004年 11月 08日至 2019年 11月 08日 

经营范围 

能源材料、电池产品的技术开发、购销（不含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品）；层状锰酸锂、锰镍钴酸锂、磷酸铁锂、钛酸

锂的生产；信息咨询（不含职业介绍及其他国家禁止、限制

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发照）；锂电池外壳的加工生

产及锂电池的组装（具体由锂业分公司经营）；普通货运（《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年 3月 31日）。 

股权结构 

厦门新能源 70%股权 

王伟东持有 20%股权 

深圳市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股权 



 

深圳市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 3%股权 

深圳市中南大学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股权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否 

 

深圳天骄 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5,725.61  

负债总额 14,647.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11,078.09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4,756.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8.96  

 

（四） 金鑫矿业 

 

名称 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513229000000313 

住所 马尔康县党坝乡地拉秋村 

法定代表人 王强 

注册资本 6,060.6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2年 06月 24日 

经营期限 2002年 06月 24日至 2032年 06月 23日 

经营范围 

党坝乡锂辉石矿勘探及开采（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

的除外，应取得行政许可的，必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按

照许可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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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阿坝新能源持有 98%股权 

卓昌钟持有 1%股权 

谢坚持有 1%股权 

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否 

 

金鑫矿业 2016年度经审计的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1,205.39  

负债总额 36,604.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 4,600.91  

项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7,494.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86.02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等网站的公示信息，金鑫矿业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被执行人名称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金鑫矿业 2018 年 4 月 11 日 （2018）川 32 执 9 号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 

金鑫矿业 2016 年 6 月 21 日 （2016）川 0781 执 1103 江油市人民法院 

 

四、 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 担保措施：众和股份全资控股子公司厦门新能源拟以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深圳天骄 7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众和股份为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

金鑫矿业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上述担保措施需要经过众和股份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的担保物、质押股权比例、担保范围、担保期间及担保金

额等内容以公司与众和股份、厦门新能源签署的相关保证合同、质押合同为准。 

由于阿坝新能源持股 98%的子公司金鑫矿业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债务纠纷

尚未解决，金鑫矿业拥有的主要资产采矿权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可能对本次拟质押

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的办理造成一定影响。公司及众和股份将尽快与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协商解决金鑫矿业债务纠纷的相关事宜。鉴于金鑫矿业债务纠纷的解决

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拟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相关的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借款协议和担保协议的签署、借款款项支付、质押登记办

理以及与本次财务资助相关的其他事项。 



 

（二） 资金运转路径的控制措施 

1. 在借款过程中，借款人应当按照兴业矿业的要求提供业务合同等资金

使用相关资料，兴业矿业在审核确认相关资金用途后，与相关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

相关资金由兴业矿业直接支付至专项用途最终收款账户。 

2. 为本次财务资助的资金运转之目的，众和股份将新成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众和股份新能源板块的所有对外销售业务（包括阿坝

新能源相关锂盐产品、深圳天骄及其下属公司相关三元正极材料等产品、金鑫矿业

相关锂精粉产品的销售业务）的全部对外销售合同应当约定，众和股份及其相关下

属公司委托结算公司向其客户结算并收取销售款项，所有销售收入资金应当全部支

付至以结算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结算公司在取得销售收入资金后，众和股份

及相关下属公司委托结算公司立即将该等资金直接支付给兴业矿业，用于代替众和

股份、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偿还兴业矿业提供的借款及利息，直至众

和股份、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还清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 

3. 上述用于收取销售收入资金的以结算公司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应由兴

业矿业和结算公司共同管理，结算公司与兴业矿业应共同办理共管账户的具体手续，

该共管账户内的资金应分别由兴业矿业、结算公司共同确认且加盖兴业矿业、结算

公司双方在银行的共管账户预留印鉴后方可对外支付。 

（三） 推荐董事监督资金运转：为了保障兴业矿业提供的借款的资金安全，

监督借款资金按照约定运转，在众和股份董事会换届过程中，根据其控股股东许金

和先生出具的承诺函，许金和先生将提议对众和股份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其董事会

的人数将由 5 名增加至 7 名，在众和股份董事会换届时，将向股东大会提名 2 名兴

业矿业推荐的人员作为众和股份董事候选人。 

五、 董事会意见 

鉴于众和股份面临的债务危机与退市风险，众和股份拟引入公司作为战略投资

人参与和推动众和股份的重整，公司拟通过众和股份重整成为众和股份的控股股东，

将公司的业务范围延伸到锂矿、新能源领域。公司同意向众和股份提供必要的财务

资助、资源、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共同推动众和股份纺织板块资产的剥离以及



 

新能源板块业务的正常生产经营，协助众和股份制定锂电新能源业务 2018年度的经

营方案与计划，延长业务产业链，完善业务布局，提升经济效益，使众和股份恢复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化解众和股份的债务危机和退市风险。基于上述原因，

公司拟向众和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本次财务资助。 

众和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目前的主要负债均已逾期未清偿，主要资产被查封冻

结，债务危机非常严峻。为降低众和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上述债务危机给公司本次

提供财务资助带来的风险，公司拟采取多种风险控制措施： 

（1）本次向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金鑫矿业提供的借款将专项用于其在 2018

年度主营业务的正常经营，该等款项可以有效地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同时，公司还将提供资源协调、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推动该等公司的正常

经营，该等公司的正常经营和盈利能力的恢复将增强其对本次财务资助的偿债能力。 

（2）通过借款资金专项使用、经营回流资金专户运作及推荐董事进行监督等措

施，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借款将按照约定方式运转，确保众和股份新能源板块子公

司业务经营的回流资金能够及时用于偿还公司提供的借款，有效降低众和股份及其

下属子公司目前的债务危机对公司提供的借款资金安全造成的风险。 

（3）此外，众和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厦门新能源将以阿坝新能源 62.95%股权、深

圳天骄 70%股权为本次财务资助提供质押担保，众和股份将为阿坝新能源、深圳天骄、

金鑫矿业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综上，公司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总体可控，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采取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被资助对象众和股份

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本次资助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措施，风险总体可控。本次董事会审

议和披露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有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相

关规定，审议、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公允，不存在违反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之前，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不存在对外财务资

助逾期的情况。 

八、 其他事项 

1.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

内。 

2.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

财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贷款。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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