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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19—临 051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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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92,439,020股 

发行价格：3.69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刘慧玉 40,650,406 12 

2 崔建华 20,487,804 12 

3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 

69,918,699 12 

4 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1,680,216 12 

5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135 12 

6 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13,550,135 12 

7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81,571 12 

8 陈一萍 5,420,054 12 

 预计上市时间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有色”或“公司”）已取得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向上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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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为12个月。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92,439,020元，公司累计

注册资本人民币7,404,774,511元。2019年6月17日，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19）第210019号），对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白银有色履行决策程序情况 

（1）本次重组已经获得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甘

肃省国资委”）的原则性同意； 

（2）甘肃省国资委关于本次重组的批准； 

（3）白银有色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预案及

相关议案； 

（4）白银有色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5）白银有色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的

提案等议案； 

（6）白银有色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中非基

金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等议案； 

（7）白银有色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施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

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延长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股

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等议案； 

（8）白银有色已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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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有效期等议

案； 

（9）甘肃省国资委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资

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10）本次交易已取得甘肃省商务厅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

资证第N6200201800005号）； 

（11）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

知书》（发改办外资备[2018]174号）； 

（12）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03号）。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2、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刘慧玉、崔建华、甘肃长城兴陇丝

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星原创新（深圳）

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

司、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一萍在内的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方式采用

向上述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 

3、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1）股票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3.69元/股，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的首日。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为3.69元/股。 

（2）股票发行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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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 

（股） 

募集金额 

（元） 

1 刘慧玉 40,650,406 149,999,998.14 

2 崔建华 20,487,804 75,599,996.76 

3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135 49,999,998.15 

4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81,571 26,499,996.99 

5 陈一萍 5,420,054 19,999,999.26 

6 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13,550,135 49,999,998.15 

7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

（有限合伙） 

69,918,699 257,999,999.31 

8 
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21,680,216 79,999,997.04 

合计 192,439,020 710,099,983.8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3）发行股票的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上述八名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限售期届满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八名特定投

资者如认购股份由于白银有色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增加的公司股

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2019年6月17日，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京永验字（2019）第210019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9年6月17

日，白银有色已收到包括刘慧玉、崔建华、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红土创新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陈一萍在内的八名特定投资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股本）人

民币壹亿玖仟贰佰肆拾叁万玖仟零贰拾元整（￥192,439,020），出资者以现金

出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证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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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记证明》，白银有色已于2019年6月19日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

份登记。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白银有色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

条件；白银有色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

《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白银有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

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白银有色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

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白银有色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1、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白银有色已直接持有中非黄金 100%

的股份； 

3、白银有色已办理了本次交易涉及的验资和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4、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七部分所述相关后续事项，在各方切

实履行协议约定和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

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出具《证券变

更登记证明》，本次新增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如遇到法定节假

日或者休息日，则顺延至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的结果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刘慧玉 40,650,406 12 

2 崔建华 20,487,804 12 

3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9,918,69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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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伙） 

4 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1,680,216 12 

5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550,135 12 

6 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13,550,135 12 

7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81,571 12 

8 陈一萍 5,420,054 12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刘慧玉 

自然人名称 刘慧玉 

身份证号 11010519**********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 

2、崔建华 

自然人名称 崔建华 

身份证号 32062219**********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 

3、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长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TG

第 427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卓然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058704799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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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12-11-27 

4、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邵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06262177A 



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成立时间 2014-06-18 

5、陈一萍 

自然人名称 陈一萍 

身份证号 32048319***********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6、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澳程（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40 号 1 幢 9 层 902 内 05 室 

法定代表人 韩凤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06485362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咨询,教育咨询(不含出

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

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

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翻译服务;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

服务;市场调查;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不含演出)。(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14-06-17 

7、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中心广场统办二号楼 8 楼 

法定代表人 杨林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1YMD09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并购重组基金、

股权投资基金;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资产

受托管理等。 

成立时间 2015-12-11 

8、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星原创新（深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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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艺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6469141N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

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投资顾问、投

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2015-09-09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及穿透后的资金方均不包括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

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且上述相关各方均不通过任何其他形

式间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4月11日）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31.20% 

2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2,111,577,513  29.28% 

3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15,250,000 9.92% 

4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91,342,544  5.43% 

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4,895,303 5.20% 

6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39,369,624 3.32% 

7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95,671,272  2.71% 

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59,699,453  0.83% 

9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1,894,616 0.30% 

10 甘肃省经济合作总公司  19,074,984 0.26% 

 

（二）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6月19日）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30.39% 

2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2,111,577,513  28.52% 

3 瑞源（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68,396,500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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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91,342,544  5.29% 

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4,895,303  5.06% 

6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39,369,624 3.23% 

7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195,671,272 2.64% 

8 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甘肃长城兴陇丝路基金（有限合

伙） 

69,918,699 0.94% 

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59,699,453  0.81% 

10 刘慧玉 40,650,406  0.55%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白银有色控制权变更，公司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之“第九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六、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A 股） 5,247,660,406 72.76 5,440,099,426 73.4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5,247,660,406 72.76 5,440,099,426 73.4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964,675,085 27.24 1,964,675,085 26.5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1,964,675,085 27.24 1,964,675,085 26.53% 

三、股份总数 7,212,335,491 100.00 7,404,774,5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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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陶强、崔登辉 

联系电话：010-6560-8365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侨福芳草地D座7层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彭雪峰 

主办律师：王汉齐、陈英 

联系电话：021-58785888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2幢13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吕江 

主办会计师：李进、张年军 

联系电话：010-65950511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