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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20-4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钛业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攀枝花市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钢城

集团”）、王世金、张利民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钛业公司

以自有资金 3,139.73 万元受让王世金持有的攀枝花市国钛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钛科技”）51%股权；钢城集团以 1,662.21 万元受

让王世金、张利民合计持有的 27%股权。本次交易前后国钛科技股权

结构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王世金 9,425  货币 94.25% 

2 张利民 575 货币 5.75% 

合计 10,000  —— 1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5,100 货币 51% 

2 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2,700 货币 27% 

3 王世金 2,000 货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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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利民 200 货币 2% 

合计 10,000 万元 —— 100%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钛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 

（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经公司总经理

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8 亿元，法定代

表人：刘军，住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新宏路 7 号 24 幢。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起重运输机械设备制造；普通货物运

输；危险化学品生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起重

机专业修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 

（二）王世金，男，身份证号码：51102119730912****，住所：

攀枝花市东区德阳巷 14 号 5 栋 3 单元 11 号。 

（三） 张利民，男，身份证号码：51292819691006****，住所：

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 333 号 34 栋 1 单元 17 楼 3 号。 

钢城集团、王世金、张利民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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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攀枝花市国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世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675794486M 

企业类型：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成立日期：2008 年 7 月 16 日 

营业期限：2058 年 7 月 16 日 

经营范围：生产富钛料、钛白粉、钒钛合金、生铁、铸件锻件；

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耐火材料、机械设备、日用杂品（不含烟

花爆竹）、日用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橡胶制

品、仪器仪表、矿产品、塑料制品；钒钛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和转让；

进出口贸易。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20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8,246,333.59 67,240,525.14 

负债总额 43,658,588.00 20,499,994.47 

所有者权益 34,587,745.59 46,740,530.67 

项目 2019 年全年 2020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7,013,200.00 3,333,333.32 

净利润 -20,626.21 1,371,212.8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7,714,822.51 -354,324.70 

注：上表财务数据摘自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国钛科技出具的审计报告。 

（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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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业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整体租赁国钛科技钛渣厂，从事钛

渣生产以及相关合法经营业务。租期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年租赁费用：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为 600 万元/年，2019

年起每年租金在上年的基础上递增 100 万元，最终 1,000 万元/年封顶，

以上租金均为不含税金额。 

 

四、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一：王世金 

丙方二：张利民 

协议中，任何一方单独称为“一方”，丙方一、丙方二合称为“丙

方”，甲方、乙方、丙方合称为“各方”。 

（二）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股权转让资产负债的确认 

1.1 国钛科技的负债范围包括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应由国钛科

技承担的全部债务，具体情况及明细以《资产评估报告》及其附件所

记载的内容为准，未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明的负债由丙方承担。 

1.2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采用资产

基础法评估的国钛科技资产账面值为 6,724.05 万元，评估值为 8,206.33

万元；负债账面值为 2,050.00 万元，评估值为 2,050.00 万元；所有者

权益账面值为 4,674.05 万元，评估值为 6,156.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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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鉴于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对价依据，各方

约定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交割日期间国钛科技损益由丙方承担或享

有。 

2、标的股权和交易对价 

甲方受让 51%标的股权，全部由王世金转让，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3,139.73 万元。 

乙方受让 27%标的股权，由王世金转让 23.25%，交易对价为人民

币 1431.35 万元，由张利民转让 3.75%，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230.86 万

元。 

3、租赁合同的终止 

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且完成

股权过户之日，终止《租赁合同》的履行，由钛业公司、国钛科技签

署终止协议。 

4、违约责任 

4.1 甲方、乙方的违约责任 

甲方、乙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约定，按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丙

方，每逾期一天应当按逾期额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 

4.2 丙方的违约责任 

4.2.1 丙方任何一方所作之任何陈述或保证是虚假的或错误的，或

该陈述或保证并未得适当、及时地履行，则该方应被视为违反了本协

议。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或义务，亦构成该方

对本协议的违反。违约方不论本协议是否最终生效，应赔偿和承担甲

方、乙方因该违约而产生的或者遭受的所有损失、损害、费用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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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若因丙方原因造成股权无法完成过户、交接等导致本协议解

除、终止，则丙方应按本协议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在十个工作日内支

付违约金、赔偿甲方、乙方其他费用。 

4.2.3 若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并不导致本协议解除、终止，且已

造成甲方、乙方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并继续履

行本协议，丙方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仍未履行赔偿责任的，

甲方、乙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 

 

五、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产业布局规划和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运营管理、风险管

控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审计报告；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三）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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