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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资源”

或“公司”）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出售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茂矿业”）80%股权相关的议案。本次交易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或“国信证券”）担任

西部资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西部资源进行持续督导。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审慎

核查出具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以下简称

“本报告”）。 

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各方提供，交易各方均

已出具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和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西部资源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作出的任何

投资决策所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西部资源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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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公司以现金交易的方式向四川发展兴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兴城基金”）转让银茂矿业 8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

有银茂矿业的股权。 

本次交易中，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银茂矿业 80%股权的价值进行了评估。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银茂矿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6,582.35 万元，评估价

值为 94,449.55 万元，增值额为 77,867.20 万元，增值率为 469.58%。银茂矿业 80%

股权的评估值为 75,559.64 万元。经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售，并根据双方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茂矿业 8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95,000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结构变动，

也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标的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兴城基金支付第一期交易价款，为本次股权交易价款

总额的 50%，计人民币 47,500 万元。 

2016 年 12 月 22 日，银茂矿业取得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准予变更登

记通知书（（01000086）公司变更[2016]第[222001]号），其股东变更事宜已经核

准备案。银茂矿业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兴城基金、江苏银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和南京宏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23 日，兴城基金支付第二期交易价款，为本次股权交易价款

总额的 45%，计人民币 42,75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公告，根据兴城基金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的银茂矿

业过渡期间损益审计结果，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确认公司需承担

的亏损金额为 538.54 万元，在此基础上扣除银茂矿业 9 处房屋产权办理的保证

金300万元（待产权证全部办理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公司收到尾款3,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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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至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已经完成资产过户，西部资源不再持有银

茂矿业的股权。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西部资源与兴城基金已经完成银茂矿业 80%

股权的交付与过户，并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除了扣除 300 万元作为银茂矿

业 9 处房屋产权办理保证金（待产权证全部办理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兴

城基金已向西部资源支付了其余全部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

及款项交付、过户手续均已依法完成。 

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6 年 11 月 30 日，西部资源与兴城基金签署了《四川发展兴城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银茂铅锌

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

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解除担保、独立性、避免

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交易对方就解除担保等

方面做出了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 

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实际累计为银茂矿业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

担保事项为银茂矿业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借款 2,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2 月 23 日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2016 年 12 月 23 日，

兴城基金向西部资源支付第二期价款，其中 19,240 万元用于偿还上市公司对银

茂矿业的借款负债。2016 年 12 月 26 日，银茂矿业已向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偿还 2,000万元的借款，西部资源对银茂矿业的担保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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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均按约定正在履

行中，或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违法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为资产出售，不涉及盈利预测相关事项。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交易为资产出售，不涉及募集资金相关事项。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上市公司经营情况 

经过前期对资产和产业架构的重整，报告期内，公司集中精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但是，一方面受到国家新能源政策调整、控股子公司恒通客车受行政处

罚等事件的影响，公司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大幅下滑，导致该板块的营业收入规模

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矿业资源板块的子公司维西凯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

南宁三山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报告期内暂未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受此影

响，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压力依然很大。 

2017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701.37 万元，营业利润-27,625.51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925.21 万元。 

2017 年末，西部资源总资产 493,607.1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1,441.67 万元。 

（二）上市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8,701.37 86,391.45 -66.78% 

营业利润 -27,625.51 32,442.58 -185.15% 

利润总额 -63,340.02 -11,729.72 4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925.21 1,157.24 -5,278.29%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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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分层治理结构。 

2017 年度，上市公司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一）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规范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2017 年度，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董事长主持，

邀请见证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在股东大会上能够保证各位股

东有充分的发言权，确保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

的权力。 

（二）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

定处理与控股股东的关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依法行使其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没有超越股东大会授权范围行使职权、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

动、未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运作。 

（三）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情况 

独立董事均能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勤勉尽责地履行权利和义务，出

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根据相关规定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

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促进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维护了股东特别是广

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上市公司各位董事能够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开展工作，

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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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义务，列席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公司监事审核公司财务报表，

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各方面进行监督，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进行

监督检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2017 年度，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公司需吸取前期信息披露工作的经验教

训，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七）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 

上市公司重视如何更加有效、充分地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目前指

定专人负责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设立了电话专线、专用传真、专用邮箱等

多种渠道，采取积极回复投资者咨询、接受投资者来访与调研等多种形式。作为

公众公司，在资本市场需要与投资者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公司仍需要进一步加

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监管机构意见 

2017 年 1 月，西部资源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警示函。

因西部资源在 2014 年收购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交融”）过程中，与重庆市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公

交集团”）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约定，由西部资源

向债权人重庆公交集团的 2 亿元贷款行为提供担保，对债务人重庆交融的还款义

务承担担保责任（重庆公交集团和重庆交融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由重庆公

交集团向重庆交融提供了 2 亿元委托贷款）。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西部资源未

及时履行相关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检查后，西部资源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且已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补充信息披露。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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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

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履行承诺的其它重大事项。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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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

况；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中充分披露了各项业务发

展状况；自交易完成以来，上市公司仍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西部资源与国信证券签署的《持

续督导协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国信证券对西部资源 2016 年重大资产

出售的持续督导期限已满。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继续关注上市公司持续经

营、股权、公司治理等方面情况，注意投资风险。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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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重大资产出售之 2017 年持续督导工作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之

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袁功鑫              王   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