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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0-008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019 年 12 月 25 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

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鑫圆”）、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耀公司”）分别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

下简称“浦发行昆明分行”）申请 8,000 万元、9,000 万元项目贷款，贷款期限

为 5 年（含宽限期 2 年）。并以控股子公司中科鑫圆、鑫耀公司现有及项目新增

机器设备抵押给浦发行昆明分行，同时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持股 5%以上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兴集团”）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质押给浦发行昆明分行分别为上述

8,000 万元、9,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担保，期限为 5 年。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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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股东为公司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股东东兴集团的通知，获悉东兴集团已将其持有的 1,400 万

股公司股票质押给浦发行昆明分行，为中科鑫圆上述 8,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云南东兴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是 14,000,000 34.08% 2.14% 否 否 

2020 年

1月 20

日 

质权人办

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

续之日止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支持上

市公司

生产经

营 

合  计 -- 14,000,000 34.08% 2.14% -- -- -- -- -- --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沧飞翔（公司控股股

东，东兴集团持有临沧飞翔 100%股权）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云南东兴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41,079,168 6.29% 25,600,000 39,600,000 96.40% 6.06% 0 0 0 0 

临沧飞翔

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89,579,232 13.72% 49,000,000 49,000,000 54.70% 7.50% 0 0 36,504,000 89.96% 

合计 130,658,400 20.01% 74,600,000 88,600,000 67.81% 13.57% 0 0 36,504,000 86.79%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1）股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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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09793335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中路 1520 号高新区电子工业标准

厂房 A幢 1 层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注册资本：叁仟叁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18日 

经营期限：2005 年 12 月 19日至 2025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矿产品、金属材料、光电材料的购销；实业投资、项目投资；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东兴集团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主要业务为实业投资、项目投资。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588.86 87,782.39 

负债总额 27,388.86 26,493.52 

净资产 63,200.00 63,088.87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6 58.67 

净利润 678.66 -11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05.05 1,719.52 

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30.23% 28.13% 

流动比率 2.33 2.47 

速动比率 2.33 2.47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3.25% 0.73% 

当前东兴集团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400 万元，未来半年内无需对上述债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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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进行偿付，未来一年内需对上述债务偿付的本金金额为 4,400 万元。最近一年

东兴集团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

调的情形，未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东兴集团经营状况正常，同时上述借款余额均用于对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上述融资到期后，公司将按时归还相关款项，目前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

偿付能力。综上所述，东兴集团不存在偿债风险。 

（2）股东一致行动人信息 

名称：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00219480432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临沧市临翔区南京凹 186 号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注册资本：74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0 年 08 月 13日 

经营期限：1990 年 08 月 13日至 2038 年 01 月 08 日 

经营范围：氧气的气瓶充装、销售，矿产品及乙炔气销售；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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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飞翔成立于 1990 年，目前主要业务为对本公司进行投资。临沧飞翔为

公司控股股东，东兴集团持有临沧飞翔 100%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571.86 17,164.40 

负债总额 12,933.06 12,655.87 

净资产 4,638.79 4,508.53 

项目 （2018 年度）（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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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95.12 -13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34.86 68.76 

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 73.6% 73.73% 

流动比率 1.24 1.22 

速动比率 1.24 1.2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64% 1.13% 

当前临翔飞翔无对外借款，最近一年临沧飞翔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

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临沧飞翔信用记录良好,不

存在偿债风险。 

2、东兴集团本次股份质押担保是为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

担保，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3、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用于中科鑫圆“太阳能电池用锗晶片建设项目”，

还款资金来源于中科鑫圆自有资金。 

4、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

股份累计数量为 2,500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9.13%，占公司总股本的

3.83%，对应融资余额为 6,928.60 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为 6060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46.38%，占公司总股本的 9.28%，对应融

资余额为 20,528.60 万元。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质押的股

票均是为了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或是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

担保。上述融资到期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按时归还相关款项，目前公司及子公司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付能力。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6、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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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7、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质押的股票均是为了向本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或是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担保，支持上市公司

生产经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

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若后

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提前归还借款，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

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方式应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2018 年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465.53 万元，2019 年 1-9 月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490.55 万

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事项均

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除此之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

他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事项。综合上述，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

动人东兴集团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1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