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的核查意见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西藏高争

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民爆”、“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高争民爆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重大资产购买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6 号文《关于核准西藏高

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 4,600 万股，发行方式为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23 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8,58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1,214,800.00 元后，已缴入募集的股款为人民币 357,365,200.00 元。同时扣除公

司为本次股票发行所支付的预付保荐费、发行手续费、审计评估费、律师费等费

用合计人民币 7,837,000.00 元，实际募集股款为人民币 349,528,200.00 元。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211840 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根据《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

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15,366.00 10,505.73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10,342.00 6,722.30 

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 4,502.90 4,502.90 

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3,026.00 3,026.00 

危险货物运输项目 3,032.00 3,032.00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7,163.89 

合计 51,268.90 34,952.82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根据西藏高争

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节约成本，较为充分的利用已有设备、降低

设备采购支出，公司将该项目总投资金额15,366.00万元调整为7,875.2588万元，

其中使用募投金额由 10,505.734 万元变更为 5,000.00 万元。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因数码芯片电子雷管技术不成熟、不稳定，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在藏建设雷管生产线存在原料的运输风险、运输成本较高等因素，

决定终止实施“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经前述变更及项目终止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对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7,875.26 5,000.00 

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 154.21  154.21  

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项目 4,502.90 4,502.90 

乳化炸药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3,026.00 3,026.00 

危险货物运输项目 3,032.00 3,032.00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7,163.89 

合计 33,590.37 22,879.00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调整募投项目“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及终止“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后，闲置募集资金

约 12,073.82 万元。 

公司于 2019 年 9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经公司多方面调研，决定终止实施“西藏高争爆

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终止募投项目“西藏高争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及“年产 3,000

万发工业雷管生产线建设项目”后闲置募集资金约 15,821.71 万元（不含理财收

益），将用于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 

三、关于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况 

高争民爆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罗乃鑫、辽阳远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蒋平、

付强、李朝霞等合计 52 名交易对方收购其持有的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34.91%（17,504,391 股）的股权；同时高争民爆拟以现金

向标的公司增资 16,457,840 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4.91%

（17,504,391 股）的股权，股份转让对价为 7,579.40 万元； 

2、公司拟以现金向标的公司增资 16,457,840 股，增资金额为 7,126.24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33,962,231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后

总股本的 51.00%。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本次交易的可行性、定价公允性及风险分析 

1、本次交易的可行性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其在民爆

产品的生产经营和爆破服务领域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

等，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同时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模，延伸产业链，

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从单一的民爆产品生产、销售向科研、生产、

销售、爆破服务一体化方向发展。 

2、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分析 



本次交易的作价参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确认的标的公司股权的评估值确定。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公

司的评估值为 22,232.69 万元。标的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股东大会，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现金，现金分红金额合计 501.35 万元。经上市公司与

交易对方协商，标的公司 100%股权的作价扣除上述现金分红金额，最终确定为

21,731.34 万元，即 4.33 元/股。 

本次对标的公司的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

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

状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及交易定价具有公允性。 

3、本次交易存在的主要风险 

（1）宏观经济周期风险 

爆破工程广泛应用于煤炭、金属、非金属等矿山开采，公路、铁路、水利等

基础设施建设，民爆行业对采矿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依赖性较强，而这些

行业的景气程度又与宏观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固定资

产投资和基础建设规模通常较大，对矿产品的需求较大，从而对爆破服务的需求

旺盛；当宏观经济低迷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放缓，采矿业一般开工不足，

从而导致对爆破服务需求降低。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增长动

力从投资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增速存

在逐步回落的可能，对爆破工程的整体需求也将降低，这将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2）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标的公司 2019 年-2021 年期间盈利预

计分别为 1,868.05 万元、2,067.72 万元及 2,148.92 万元，合计 6,084.69 万元。根

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业绩承诺方承诺在 2019 年-2021 年期间，标的公司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应归属于标的公司的净利润（扣除因增资因素影响金额）合计不低



于 6,084.69 万元。尽管标的公司当前经营业绩良好，但由于影响标的公司未来承

诺业绩实现的不可测因素较多，业绩承诺存在无法按期实现的风险。 

（3）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根据本公司规划，未

来标的公司仍将依据相关公司治理准则，保持其经营实体存续并在其原管理团队

管理下独立运营。但从公司实际经营和资源配置等角度出发，上市公司和标的公

司仍需在业务、人员、文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优化整合，以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

协同效应，提高本次重组后的绩效。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整合能否顺利实施、

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若整合实施不顺利甚至可能会对标的公

司原有业务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收购整合风险。 

（三）项目投资构成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34.91%

（17,504,391 股）的股权，股份转让对价为 7,579.40 万元。公司拟以现金向标的

公司增资 16,457,840 股，增资金额为 7,126.24 万元。本次募投项目的现金增资部

分使用计划包括设备购置和补充工程项目营运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使用金额 备注 

购置机器设备 716.00 
包括空压机 4 台、钻机 4 台、挖掘机 1

台、自卸机 4 台 

补充工程项目营运资金 6,410.24 

包括各项目的材料费用、工资及劳务

费、社保统筹、油料、运输费、外雇设

备费等 

合计 7,126.24 - 

四、剩余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交易对价合计 14,705.65 万元，交易实施完成后，若公司仍剩余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公司将积极筹划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公司找到新的项目或需

资金支付时再行申请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履行的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高争民爆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

是公司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和经营发展现状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高争民爆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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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字）：                                     

                       冯海轩              肖维平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三、关于收购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项目的基本情况
	四、剩余闲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重大资产购买履行的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