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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2018-052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放弃对其参股 

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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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方及增资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彝良驰宏”）的参股公司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铝业”）

拟进行增资扩股，用于加快建设其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海

鑫铝业控股股东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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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良驰宏将放弃对其的同比例增资 3.27 亿元。增资完成后，彝良驰宏对海鑫铝业

的持股比例由 11.01%下降至 3.75%。 

●定价依据及方式：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评估的海鑫铝业 100%股东权益为依据，并由云铝股份、

昭通城投、彝良驰宏三方协商确定。 

●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在内，公司与上述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5%以上，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彝良驰宏的参股公司海鑫铝业拟进行增资扩股用于加快推

进其鲁甸 6.5 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水电铝项目。海鑫铝业控股股东云铝股份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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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良驰宏结合自身主营业务发展需要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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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决定放弃对海鑫铝业的同比例增资 3.27 亿元。 

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日评估的海鑫铝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76,099.76万元为依据，并经云铝股份、

昭通城投、彝良驰宏协商一致，约定海鑫铝业本次增资价格确定为每单位净出资

额 1.03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彝良驰宏对海鑫铝业的出资比例由 11.01%下降至

3.75%，对公司及彝良驰宏的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云铝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海鑫铝业为云铝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均与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一、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  

法定代表人：许波  

成立日期：1998年3月20日 

注册资本：2,606,838,797元  

经营范围：重熔用铝锭及铝加工制品、炭素及炭素制品、氧化铝的加工及销

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家具，普通机械、汽车配件、五金交电、

化工产品（不含管理产品），矿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硫

酸铵化肥生产；摩托车配件、化工原料、铝门窗制作安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

工；货物进出口、普通货运，物流方案设计及策划；货物仓储、包装、搬运装卸；

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凭许可证经营）；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炉窖工程专业

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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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3,587,740.5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986,834.09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212,9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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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65,700.10 万元（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3,872,046.5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人民币 986,173.51 万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590,362.64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1,051.58 万元。（未经审计） 

（二）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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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22日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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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关系：昭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1,670,902万元，净资产为269,129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15,580万元，净利润为1,454万元（经审计）。截至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为1,562,89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1,835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为

5,749万元，净利润为2,233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及其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本次增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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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工业区矿冶加工基地（昭阳区青岗岭回族彝族

乡沈家沟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德斌 

成立日期：2009年6月9日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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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铝海鑫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云铝海鑫近二年一期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计 249,458.68 181,995.77 13,162.48 

负债合计 145,545.61 121,329.56 1,023.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3,913.08 60,666.21 12,138.61 

项目 
2018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7 年度 

（经审计） 

2016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2.59 170.21 148.15 

营业利润 25.13 -95.20 -4,074.02 

净利润 20.87 -72.40 -4,068.21 

（三）增资定价方式及价格 

1、定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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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价格以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于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3 月 31 日海鑫铝业 100%股东权益为依据，并由云铝股份、昭

通城投、彝良驰宏三方协商确定。 

2、评估对象 

海鑫铝业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评估方法 

由于海鑫铝业尚处于在建状态，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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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评估值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海鑫铝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价值

为人民币 76,099.76 万元。以上数据已获得云南省国资委备案。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式 

1、增资协议的基本情况 

云铝股份、昭通城投、彝良驰宏与海鑫铝业拟签订《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书》，

约定海鑫铝业本次增资价格确定为每单位净出资额 1.03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彝

良驰宏对海鑫铝业的出资比例由 11.01%下降至 3.75%。目前该协议尚未签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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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宏将放弃对海鑫铝业增资，云铝股份和昭通城投将根据项目进度逐步完成增资。 

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由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

和评报字（2018）第 KMV1027 号），截止 2018 年 3 月 31 日海鑫铝业评估前净资

产账面价值为 73,066.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76,099.76 万元，增值率为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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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铝股份、昭通城投和彝良驰宏三方协商一致，确定海鑫铝业本次增资价格

为每单位净出资额 1.03 元。 

（二）海鑫铝业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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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六、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彝良驰宏本次放弃对海鑫铝业的同比例增资，符合其自身主营业务发展需要

和投资规划，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对公司及彝良驰宏的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

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彝良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放弃对其参股公司

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 4 票。关联董事孙勇先生、许波先生、沈立俊先生、王峰先生回避表决。4

位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三）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