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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2018-53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 

申请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钨高新”、“公司”、“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16 号--

解除限售》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原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

承诺情况，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钨高新的要求，现就其股

东履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有关事宜情况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 中钨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2006 年 8 月 18 日召开

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1、对价方案 

（1）以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12 月31 日流通股本 74,520,001

股为基数，用公司资本公积金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

市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51,493,320 股股份，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可获得

转增股份 6.91 股，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 

（2）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

硬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 24,300 万元。自硬公司承诺将于 200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偿还全部欠款并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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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确认欠款清偿完成。如果自硬公司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偿还对中钨高新全部欠款，

或没获得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欠款清偿完成，自硬公司将向追

送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送股。自硬公司

将于 2007 年 1 月 10 日前确定追加股份的股权登记日,并在追加股份股权登记日

之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由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向追加送股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所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实施追加送股，追加送股的股份总数为

3,726,000 股（按照股改前流通股持股数量，每 10 股获追送 0.5 股；按照股改实

施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股数量,每 10 股获追送 0.3 股）。如在此期间中钨高新总

股本由于公司送股、公积金转增资本、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缩股等不影响股东

之间股权比例的变更事项后，追加送股股数将做出调整，以使每股追加送股股份

比例不变；在中钨高新实施增发、配股、可转化债券转股、权证等影响自贡硬质

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项后，当时的追加送股股份总数

不发生变化，但流通股股东获付的追加送股比例将做相应调整。 

（3）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4） 获得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止 200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上市公司

流通股股东。 

2、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履行法定义务。 

（2）特殊承诺 

A、公司原第一大非流通股东广州中科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信”）

向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明确发表同意意见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同意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按照公司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 3.56 元的价格收购其所持股份，然后由中科信对该部分非流通股份向流通

股股东做出相应的对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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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原第二大非流通股东自硬公司承诺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以其

合法拥有的与硬质合金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产偿还其所欠中钨高新的全部欠款

（欠款数额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确认的数

额为准）。 

如未能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对中钨高新全部欠款，自硬公司承诺在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向无限售条件公司流通股东追送股份，且自贡硬质

合金对中钨高新的欠款清偿责任并不因追送股份而解除；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自硬公司未能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对中钨高

新的全部欠款（欠款清偿完成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

计报告确认为准）； 

追送股份的对象：自硬公司确定的追送股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无限

售条件的公司流通股股东，自贡硬质合金将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前确定追送股份

的股权登记日并公告； 

追送股份的数量：追加送股的股份总数为 3,726,000 股 （按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前流通股持股数量,每 10 股获追送 0.5 股；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流通

股持股数量,每10股获追送 0.3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后，如中钨高新实施送股、

公积金转增资本、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缩股等不影响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项，

追加送股股数将做出调整，以使每股追加送股股份比例不变；如中钨高新实施增

发、配股、可转换债券转股、权证等影响自硬公司和其他股东之间股权比例的事

项后，当时的追加送股股份总数不发生变化，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获付的追

加送股比例将做相应调整。 

追送股份承诺的执行保障：自硬公司承诺将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锁定追送部分的股份，计 3,726,000 股，

直至追送股份承诺期满。 

2006 年 5 月 7 日，中科信与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

股份”，2015 年 8 月 7 日更名为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有色股份以人民币 1.85 亿元收购中科信所持中钨高新 4,751.92 万股股权，占中

钨高新总股本的 27.78%。本次转让尚需办理相关手续。2006 年 6 月 21 日，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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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与海南金昌旅游实业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有色股份受让海南

金昌旅游实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5,396,62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15%。转让尚需办理相关手续。若该等股份转让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前完成，则由有色股份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该等非流通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若该等股份转让未能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前完成，则由中科信、海南金

昌旅游实业有限公司各自执行对价安排。 

有色股份承诺上述股份的过户手续完成后，将承接并履行上述股份在中钨高

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全部承诺和应承担的全部义务。 

（3）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一致承诺 

“本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

损失”；“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

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4）2006 年收购公司原非流通股东股权涉及的承诺 

有色股份作为收购人承诺并保证：“本次股权转让应当与中钨高新股权分置

改革组合运作”。 

为解决有色股份与中钨高新的同业竞争问题，有色股份承诺“将于 2007 年

底以前，在得到有色股份股东大会及中钨高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的基础

上，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拥有和控制的与中钨高新构成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

等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中钨高新，使中钨高新形成集钨矿山、钨冶炼、钨粉末、

硬质合金及深加工完整的钨产业链，将中钨高新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钨及

硬质合金产业的强势企业” 。 

二、上市公司股东在股改方案中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1、法定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

限售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 5%以上的股份锁定期内没有发生减持情况，未有触及

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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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科信履行特殊承诺的情况 

截至 2006 年 6 月 9 日，尚有 3 名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 795,015 股，占非流通股份总

数的 0.82%。对于这部分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改革方案

实施之前，有权按照公司 200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3.56 元的价格

向第一大股东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第一大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截止至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不存在未明确表示同意意见的非流通股东向中

科信出售股权的情形。 

3、自硬公司履行特殊承诺的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关于中

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6 年

12 月 15 日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天职湘专审字[2006]第 571 号），“汇

总表中应收票据—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余额为 12,568.87 万元，全部系未

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剔除应收票据金额后，截至 2006 年 12 月 15 日止中钨高

新股东—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资金占用总额为-973.57 万元” 。 

根据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7年 4月 16日出具的《审计报告》

（亚太审字[2007]D-A-32 号），“期末其他应收款中无应收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款项”。 

自硬公司已经在 2006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了占用的上市公司资金。 

4、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 年 9 月 7 日，中钨高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

摘要的议案》，根据《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2006 年，湖南有色股份收购中钨高

新股权时在收购报告书中作出承诺，湖南有色股份将于 2007 年底以前，在得到

湖南有色股份股东大会及中钨高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的基础上，通过定

向增发等方式将其拥有和控制的与中钨高新构成同业竞争的硬质合金等相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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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资产注入中钨高新。为履行上述承诺，湖南有色股份通过本次资产注入，将

其持有的从事硬质合金业务的株硬公司、自硬公司股权注入到上市公司。本次资

产注入完成后，湖南有色股份将不再拥有和控制其他硬质合金资产，彻底消除湖

南有色股份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3]1158 号文件《关于核准中钨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中钨高新持有株洲硬质合金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 

2013 年 9 月 22 日，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的股东变更，本次变更完成后，中钨高新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2013 年 9 月 24

日，四川省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本

次变更完成后，中钨高新持有该公司 80%股权、自贡国资经营公司持有该公司

20%股权。随着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中钨高新名下，有色股份已经完成了与

上市公司有竞争业务的经营性资产注入。 

为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钨高新共计向有色股份发行了 304,560,033 股股

份，该部分新增股份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有色股份持有中钨高新 383,083,963 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 60.94%。 

有色股份通过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硬质合

金业务注入，解决了 2006 年作出的同业竞争之承诺，且该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13]1158 号批准。 

三、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本变化及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至今中钨高新股本结构情况 

2006年 10月 25日，中钨高新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有色股份持有 52,915,899

股中钨高新股份，持股比例为 23.77%。 

2008 年 12 月，有色股份受让原非流通股股东自硬公司持有的中钨高新

25,608,031 股股份。本次股权转让后，有色股份持有 78,523,930 股中钨高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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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为 35.28%。 

2013 年 10 月，中钨高新实施重组，向有色股份发行 304,560,033 股股份认

购其持有的资产。本次重组（含配套融资）后，有色股份持有中钨高新 383,083,96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0.94%。 

2018 年 7 月，中钨高新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十股转增四股，转增

完毕后，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中钨高新 536,317,548 股股份，持股比

例仍为共计 60.94%。 

本次申请的解除限售股份来自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6 年 10 月、

2008 年 12 月受让取得的股权分置改革原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在经过

2018 年 7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上述限售股份数量变更为 109,933,502 股，占

公司现有股本比例为 12.49%。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持有限售股变化

情况 

单位：股，%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湖南有色有限

公司 
52,915,899 23.77% 0 0% 536,317,548 60.94% 

广州中科信集

团有限公司 
0 0% 0 0% 0 0% 

自贡硬质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 
25,608,031 11.51% 0 0% 0 0% 

海南金昌旅游

实业有限公司 
0 0% 0 0% 0 0% 

合计 78,523,930 35.28% 0 0% 536,317,548 60.94% 

注：1、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有色股份收购其他非流通股东中科信、自硬公司和

海南金昌旅游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2、2006 年 10 月 12 日，有色股份受让中科信和海南金昌旅游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中

钨高新股份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3、2008 年 12 月 31 日，有色股份受让自硬公司持有的中钨高新股的过户手续办理完

毕； 

4、2015 年 8 月 7 日，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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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控股股违规担

保的情况 

根据中钨高新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在上述期

间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也明确发表意见，公司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对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2018 年 9 月 19 日，中钨高新和及其控股股东湖南有色分别出具说明，控股

股东湖南有色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不存在对控股

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109,933,502 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具体

情况如下： 

持有限售股份的 

股东名称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09,933,502 12.49% 

六、保荐机构核查情况及结论意见 

1、有关证明性文件的核查情况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核查了以下文件：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中钨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2）《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关于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3）《关于公司股东—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2006 年 12

月 15 日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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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 

（6）《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转让完成过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06-58）； 

（7）《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全文）》（2006 年 7 月 3 日）； 

（8）《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暨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07-14）； 

（9）《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07-30）； 

（10）《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转让完成过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09-05）； 

（1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更正后）》（公告编号：2012-58）； 

（12）《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2012 年 6 月 23 日签署）； 

（13）《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2018]2106-2 号）； 

（14）独立董事对八届五次董事会相关审议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15）2007 年年报及年度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8]2106 号）、2018 年半

年度报告； 

（16）中钨高新和湖南有色分别出具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情况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意见签署日，中钨高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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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述中钨高新股东所持有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持有的

109,933,502 股中钨高新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特此报告。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喻   东 

2018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