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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2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增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加快实施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

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铝业”）鲁甸 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确保项目资金需求，公司拟与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城投”）

共同对海鑫铝业增资 25.5 亿元，其中云铝股份以现金方式增资 19 亿元，昭通城投以现金方

式增资 6.5 亿元，海鑫铝业另一股东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彝良驰宏”）放弃

本次增资权利，增资价格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省

国资委”）备案的由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的海鑫铝业资产评估报

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根据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海鑫铝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76,099.76万元），

经与昭通城投、彝良驰宏协商一致，确定本次增资海鑫铝业的增资价格确定为每单位净出资

额 1.03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云铝股份、昭通城投、彝良驰宏对海鑫铝业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71.25%、25.00%、3.75%。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预案》，该事

项涉及关联交易，审议时关联方董事许波、丁吉林、何伟已回避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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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时对本次增资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回避表决。 

（三）因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彝良驰

宏为冶金集团控股子公司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宏锌锗”）的子公司，公

司与彝良驰宏同受冶金集团实际控制，因此公司对海鑫铝业增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共同增资方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11月 22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温泉泰鹤城 12栋 3号门 

法定代表人：周溢香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相关产业经营;城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维护;资产

经营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咨询服务、实业投资;对市政府授权投资和建设的项目依

法享有资产经营权和收益权;市人民政府批准参与的土地一级开发;广告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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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昭通城投为昭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08月 18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角奎镇大河村 

法定代表人：罗进 

注册资本：74,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铅锌矿的采矿、选矿购销；铅锭、锌锭的委托加工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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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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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9月 30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6,681.44    527,589.79  

负债总额   283,134.06    259,787.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3,547.37    267,801.89  

财务指标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08,094.81    525,192.16  

营业利润    74,812.55    107,568.19  

净利润    59,908.57     89,657.16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关系介绍 

冶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彝良驰宏为冶金集团控股子公司驰宏锌锗的子公司，公司与

彝良驰宏同受冶金集团实际控制。公司对海鑫铝业进行增资的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关

系如下： 

 

              42.57%               38.19% 

 

                                      100%                25.00% 

                 63.99%  

                                     

 

四、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6月 9日 

住 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工业园区矿冶加工基地(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乡沈家沟村民

委员会)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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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德斌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重熔用铝锭及铝加工制品、有色金属产品贸易；炭素及炭素制品、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家具、普通机械、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及其他物资的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普通货物运输、物流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

品)、包装、搬运装卸；废旧物资、天然气销售；生活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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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76,793.49 63.99% 

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0 25.00%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13,206.51 11.01% 

合计 120,000.00 100.00% 

（三）海鑫铝业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9月 30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9,458.68 181,995.77 

负债总额 145,545.61 121,329.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913.08 60,666.21 

财务指标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62.59 170.21 

营业利润 25.13 -95.20 

净利润 20.87 -72.40 

（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由公司与昭通城投共同对海鑫铝业增资，其中云铝股份以现金方式增资 19 亿

元，昭通城投以现金方式增资 6.5亿元。 

（二）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主体云铝股份和昭通城投均以现金方式对海鑫铝业进行增资，彝良驰宏放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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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鑫铝业的本次增资权利，云铝股份和昭通城将根据项目进度逐步完成增资。 

（三）定价政策和依据 

根据公平、公允的作价原则，本次增资价格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由中和评估出具的

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3月 31日海鑫铝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定价依据。海鑫铝业截止 2018

年 3月 31日净资产评估值为 76,099.76 万元，经海鑫铝业三方股东协商一致，增资价格为每

单位出资额 1.03元。 

（四）海鑫铝业资产评估基本情况 

1.评估机构的选择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综合考察评估机构的资质条件、执业质量及信誉

后，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和评估对海鑫铝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中和评估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胜任本次评估工作的能力。评估

机构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评估服务业务外，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海鑫铝业的资产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预期的利益和冲突，具有独立性。 

2.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目前国内外与海鑫铝业相类似的股权交易案例很少，该类型股权转让在公开市场缺

乏交易案例和查询资料，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

以及评估方法的适用条件，选择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评估。 

3.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海鑫铝业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3,066.03万元，

评估价值为 76,099.76万元，增值额为 3,033.74万元，增值率为 4.15%。 

（2）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收益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持续经营前提下，海鑫铝业净资产账

面价值为 73,066.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91,460.00 万元，增值额为 18,393.97 万元，增值率

为 25.17%。 

（3）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海鑫铝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6,099.76 万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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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评估得出的权益价值 91,460.00万元，两者差异 15,360.24万元。 

本次对海鑫铝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主要原因是海鑫铝业尚处于在建状态，而收益法相关经济指标参数的选取是基于海鑫铝

业项目可研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概算文件、企业预算及云铝股份下属同类型、同规模企业

生产经营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后选取，不排除未来海鑫铝业实际投运过程中，生产经营指标与

上述指标之间存在差异，由于此差异的存在，可能会导致股东权益评估值与实际企业价值存

在差异，基于上述理由，从谨慎性原则考虑，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即海鑫铝业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76,099.76 万元。 

4.本次评估的主要资产构成及评估增值说明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海鑫铝业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3,066.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76,099.76 万元，增值额为 3,033.74 万元，增值率为 4.15%。

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59,006.08 59,006.08 - 0.00 

非流动资产 138,911.81 139,095.55 183.74 0.13 

固定资产 3,116.39 3,292.77 176.38 5.66 

在建工程 55,009.09 55,016.45 7.36 0.01 

递延所得税资产 458.24 458.24 -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0,328.10 80,328.10 - 0.00 

资产总计 197,917.89 198,101.63 183.74 0.09 

流动负债 1,051.86 1,051.86 - 0.00 

非流动负债 123,800.00 120,950.00 -2,850.00 -2.30 

负债总计 124,851.86 122,001.86 -2,850.00 -2.28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73,066.03 76,099.76 3,033.74 4.15 

海鑫铝业截止 2018年 3月 31日净资产增值 3,033.74万元，增值原因：一是固定资产增

资，因房屋建筑物类资产由于建设材料、人工成本上涨导致资产重置价值升高，形成固定资

产评估增值 176.38万元。二是海鑫铝业收到的关于鲁甸 6.5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

建设相关的项目专项补助资金和进场道路补助款，在非流动负债项下递延收益中列示，账面

价值为 3,800 万元，将在项目建成后，按照对应的资产折旧年限确认为海鑫铝业的收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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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核定，在计提预计的该项收益所得税 950 万元后，将非流动负债中递延收益评估价值

减少 2,850万元，导致评估价值增值 2850万元。 

资产评估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对

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7）第 KMV1027号）。 

（五）海鑫铝业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63.99% 71.25% 

2 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5.00% 25.00% 

3 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11.01% 3.75% 

合  计 100.00% 100% 

（六）增资协议的情况 

目前尚未签订协议，待海鑫铝业各方股东履行完内部决策程序后签订增资协议。 

六、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海鑫铝业，有利于海鑫铝业加快实施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

铝项目，使项目早投产，早产生效益，将进一步增强海鑫铝业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

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增资事项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将以云南省国

资委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定价，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增资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法律和政策风险小；市场风险主要表现在未来产品

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 年 1至 9月，公司与冶金集团（母公司）累计已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 4,137,478.74元（不含税）。 

八、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该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和运营发展需要，能够降低海鑫铝业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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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为海鑫铝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加快实施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

电铝项目，提升公司绿色低碳水电铝材一体化产业发展竞争能力。 

（2）本次增资事项的对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 

（3）该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公司关联方董事已回避表

决。 

（4）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投资事项聘请评估机构及评估结论发表的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请评估机构及评估结论发表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十、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