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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西部矿

业”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

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

“长江保荐”）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长江保荐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长江保荐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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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1 年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84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的公

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2011 年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公司债

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公司债券分为 5 年期和 10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 5

年期债券简称“11 西矿 01”，债券代码为“122061”，5 年期品种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兑付完毕；10 年期债券简称“11 西矿 02”，债券

代码为“122062”。 

3、发行规模：10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公司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6、债券利率：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5.3%。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8、付息日： 10 年期品种付息日为 2012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 月 17 日（如

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本金支付日：10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 月 17 日（如遇法定及政

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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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发行时信用级别：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时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信评函字[2010]009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本期公司债券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综合评定（信评委函字[2019]跟踪 260 号），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重大事项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披露了《关

于对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19〕109

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上市公司违规情况 

“经查明，2019 年 1 月 30 日，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矿

业或公司）披露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预计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

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16,000 万元，同比下降 61%

左右，年度业绩约为盈利 10,000 万元。同时，公司在风险提示部分写明，由于

公司 2018 年联营企业经营业绩尚未最终确认，可能会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的

准确性。”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预计公司 2018 年度净

利润为 -206,300 万元，业绩由盈转亏，与上年同期（调整后）相比将减少

253,600 万元。导致此次业绩更正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持有的青海省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投集团）股权价值进行评估，确认了高达 252,200 万元的资

产减值损失。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报告

期净利润为-206,3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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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中预计 2018 年度盈利，实现净利润约为

10,000 万元，但实际业绩亏损 206,309 万元，实际业绩与预告业绩相比发生盈亏

方向变化。上述行为影响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可能对投资决策产生误导。同时，

公司在业绩预告的风险提示部分仅概括提及联营企业的业绩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但并未明确该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及实际影响，未详细说明对青投集团股权价值

计提大额减值准备，以及上述减值准备对公司整体盈亏的影响，相关风险提示不

充分。而公司迟至 4 月 19 日才发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更正信息披露不及时。”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年度业绩是市场和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

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进行合

理、审慎的评估，并计提充分的减值准备，审慎进行预告业绩。公司业绩预告不

准确、不审慎，且公司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信息披露不及时，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

权和合理预期。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6 条、第 11.3.3 条等有关规定。” 

“公司时任董事长张永利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时

任总裁王海丰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主要决策人，时任会计工作负责人康岩勇

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斌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

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骆进仁作为公司财务会计事项主要监督人员，

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第 3.2.2 条的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公司提出的主要申辩理由为：一是在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时，根据青投集

团提供的 2018 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无明显迹象表明青投集团将出现债务危

机。2019 年 2 月底，青投集团因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突发情况，陆续爆发债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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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违约、债务负担沉重、流动资金紧张等负面消息。公司据此判断对青投集团

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重大减值的可能性。二是公司在获悉青投集团债务危机后，

第一时间对青投集团的股权价值进行全面测算。由于青投集团资产规模庞大，直

至 4 月 18 日才获知较为准确的分析结果。公司于当日全额计提减值损失，并对

外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三是业绩盈亏变化事项未对股价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时任董事长张永利、时任总裁王海丰、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斌、时任

会计工作负责人康岩勇、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骆进仁提出的主要申

辩理由为：一是青投集团债务危机事发突然，作为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业绩预告

期间无法获得相关信息；二是青投集团债务危机发生后，公司经营管理层均严格

按照各自职责要求进行履职；三是由于青投集团资产规模庞大，至 4 月 18 日才

完成评估处置工作，公司延迟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存在客观原因。” 

（三）纪律处分决定 

“针对有关责任人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本所认

为，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出业绩预告发生大额盈亏变化未影响投资者决策，公司

经营管理层已勤勉履职等理由不能成立：一是公司年度业绩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具有重大影响，公司业绩预告出现盈亏方向变化，影响了投资者的合理预期。二

是对业绩预告予以更正及对公司存在风险的重大资产及时进行价值评估与核实是

公司经营管理层应尽职责，不影响对公司业绩预告不准确违规行为的性质认定，

也不能作为相关责任人减免处分的合理理由。三是公司在获悉青投集团爆发债务

危机后，并未及时向投资者披露并充分提示青投集团股权可能出现减值的风险，

相关责任人职责履行不到位。” 

“同时，公司业绩预告出现盈亏变化的主要原因为参股子公司青投集团突

发债务危机，导致公司对其投资全部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考虑到青投集团债

务风险爆发于 2019 年 2 月底，属于无法预计的突发事件，公司在业绩预告期间

未能获知相关风险事件，无法准确预计到风险事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青投集团

资产规模庞大，客观上导致对其评估工作耗时较长。相关异议具有一定合理性，

可以酌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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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

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西部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张永利、时任总裁王海丰、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斌、时任会

计工作负责人康岩勇、时任独立董事兼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骆进仁予以通报批

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

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规范运

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

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

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2019 年 11 月 16 日，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时报发布了《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总裁辞职的公告》，具体内容如

下：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收到公司总裁王海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因工作调整，王海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同时辞去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董事会运营与财务委员会委员、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海丰先生辞职对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无影响，该辞呈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风险 

长江保荐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

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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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荐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关于本次债券本息

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

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隗易 

联系电话：027-8548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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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交

易所通报批评与公司总裁辞职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签署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