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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须 知 

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范围意见》及《鄂尔多斯市疫情防控》等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以下会议须知，请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自觉遵守。 

一、本次会议会务处设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会议的组织及相关会务工

作； 

二、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公司聘

请的律师及其他邀请人员外，公司有权利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会场； 

三、进入会场后，请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关闭或置于静音状态； 

四、与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场秩序，对任何干扰股东大会召开或侵犯其他股

东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送有关部门查处； 

五、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 

六、若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会议期间要求发言或质询，应遵照会议议程的统

一安排； 

七、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时，请先报告代表股份数，发言时简明扼要、言

简意赅； 

八、大会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九、现场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务必严格遵守鄂尔多斯市有关疫情防控的规

定和要求，须于 2021 年 8月 19 日 16：00前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并完成个

人健康信息的申报，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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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题： 

1、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3、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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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议案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冶集团”，本公司持股

77.97%）拟出资 298,681.65 万元收购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投资控股集团”）持有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

斯永煤矿业公司”）15%的股权；拟出资 199,121.10 万元收购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羊绒集团”）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10%的股权。 

一、收购动因 

1、战略资源储备需求。目前电冶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循环产业链条中自身煤炭

资源储备（电煤及兰炭用煤）明显不足。通过收购股权，符合电冶集团完善园区循环

产业链条以及煤源基地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目前电冶集团生产经营趋稳向好，现金

流比较充足，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各项行政审批手续齐备，战略资源储备投资的时

机比较成熟。 

2、抵御煤炭市场供应风险。随着国内供需关系的形势发展，地区煤炭供应已形成

趋紧的态势。本次收购股权后，对于今后优质兰炭用煤需求以及发电用煤需求有更大

的基础支持和保障，对于园区循环产业更能发挥“护城河”作用。 

3、增强电冶集团的持续盈利能力。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煤质优良，经营业绩良

好，股权收购完成后，将增厚电冶集团及上市公司的利润，增强盈利能力。 

4、本次收购完成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和经营质量，有利于减少关联

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羊绒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投资控股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形

成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2、关联人投资控股集团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林祥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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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3,329.4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南路 102号 

股权结构：王林祥（持股比例 35%）、赵魁（持股比例 18.46%）、张奕龄（持股比

例 18.46%）、王俊峰（持股比例 14.03%）、侯永旺（持股比例 14.03%）等 5个自然人受

职工委托持有投资控股集团 10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羊绒、羊毛系列产品的生产、加工、销

售；电子、陶瓷、热电、信息；对外投资。 

发展状况：投资控股集团系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 2001年

6月 2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对外投资等。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6,280,591.02 万元，总负债 4,378,093.99 万元，

总流动负债 3,094,581.04 万元，净资产 1,902,497.03 万元，营业收入 2,623,627.41

万元，净利润 225,168.68 万元。 

本公司与投资控股集团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相

互独立，没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关联交易和债权债务往来。 

3、关联人羊绒集团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林祥 

注册资本：631,148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南路 102号 

股权结构：投资控股集团持有羊绒集团 100%股权 

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供汽（项目筹建）；羊绒系列产品项目的投资；开

发羊绒工业新技术、培育运作品牌；开拓开发市场；电子、陶瓷、饮食、住宿、矿泉水、

供电、供水等多种经营项目的投资业务；服装、服饰、纤维生产销售；金融证券购买；

机电设备、建材销售；煤炭销售。 

发展状况：羊绒集团系经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 2000 年 6 月 1 日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发电、供电、煤炭销售、对外投资等。 

2020 年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6,338,528.73 万元，总负债 3,858,952.41 万元，

总流动负债 2,944,540.42 万元，净资产 2,479,576.32 万元，营业收入 2,604,827.99

万元，净利润 281,195.07 万元。 

本公司与羊绒集团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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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没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关联交易和债权债务往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8月 1日 

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哈日木呼尔村 

法定代表人：赵魁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销售；矿业投资；矿山设备销售；投资咨询、矿业信

息咨询服务；铁路运输延伸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服务、物流服务。 

股权结构：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0%，投资控股持股 15%，羊绒集团持股 10%，

电冶集团持股 25%。 

2、生产经营情况： 

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拥有的马泰壕煤矿位于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境内，是国家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建设的新街矿区五座大型矿井之一，于 2017 年 5 月取得采

矿权证，自然资源部核准矿区面积 79.5789 平方公里，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140,879 万

吨，可采储量 84,696.14 万吨，年设计产能为 1200 万吨，年实际生产能力 1200 万吨，

于 2018 年下半年正式投产，被国家相关部门审定为安全高效矿井、国家首批智能化示

范建设矿井和国家安全一级标准化矿井。 

马泰壕煤矿井田煤层埋藏深度较浅，地质构造简单，建井施工条件优越。井田内可

采煤层共 6 层，主采煤层 3-1煤，煤层可采厚度平均 6.2米，利于采掘机械化生产，为

矿井实现“高产高效”提供了基础保障。井田内煤为特低灰、特低硫、低磷~特低磷、

高发热量的不粘煤及长焰煤，是良好的环保型民用及动力用煤，适用于火力发电、各种

工业锅炉、蒸气机车等，也可在建材工业、化学工业中作焙烧材料，同时作为生产兰炭

的主要煤种，市场竞争力强。 

井田内主要交通干道为省级 306 干线，在其周边有数条公路及铁路通过：S213 省

道、G210国道、包茂高速公路(G65)和包(头)--神(木)铁路、包(头)-西(安)铁路；荣乌

高速公路(G18)、G109国道和新(街)-恩(格阿鲁)铁路、东(胜)-乌(海)铁路，井田交通

条件十分便利。 

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2020 年度累计产出原煤 1,221.93 万吨，实现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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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3.51万元，2021 年 1-6月生产原煤 582.16 万吨，实现净利润 150,539.32 万元。 

3、相关证照情况 

序号 名称 编号/注册号 发证/认证单位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安全生产

许可证 

蒙 MK安许证字

[2017KG056] 

内蒙古煤矿安全

监察局 
2020年 11月 24日 

2020年 12月 11日-

2023年 12月 11日 

2 
采矿许可

证 
C1000002017051110145147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资源部 
2017年 5月 4日 

2017年 5月 4日-2047

年 5月 4日 

3 
排污许可

证 
9115060067693791XL001V 

鄂尔多斯市生态

环境局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9月 30日-

2022年 9月 29日 

注：2020年 6月 23 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签署了《采矿权抵押合同》，以其所拥有的采矿权进行抵押，申请 3 年期 15亿元贷

款；2021年 3月 25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所拥有的采矿权进行抵押，申请 1年期 5.5亿元贷款。 

4、财务数据 

电冶公司聘请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进行

了审计，并于 2021 年 7 月 19 日出具了大华审字[2021]001555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度（调整后）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半年度 

总资产 667,213.41  728,273.25 768,772.17 

总负债 353,631.82  471,664.16 599,657.26 

净资产 313,581.58  256,609.09 169,114.91 

营业收入 406,380.43  369,351.51 278,189.62 

净利润 161,983.74  114,203.51 150,539.32 

5、2021 年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煤炭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近几年通过供给侧改革后，大宗材料生产供

应越来越向优势产能集中，全国煤炭供应总体呈现相对紧平衡的局面。尤其是当地兰炭

用煤供应相对紧张，预计 2021 年及今后煤价将呈现高位震荡趋势。鄂尔多斯永煤矿业

公司所属的马泰壕煤矿拥有优质兰炭用煤和优质动力煤双重用途煤种，又是国家安全高

效矿井、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矿井和国家安全一级标准化矿井，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四、定价原则及收购价款支付计划 

1、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整体资产评估经北京华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

华鉴评报字(2021)第 027 号《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

涉及的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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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06月 30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鄂尔多斯永煤

矿业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760,992.29万元，评估价值为 2,584,473.89 万元，增值额

为 1,823,481.60万元，增值率为 239.62%；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93,262.87 万元，评估

价值为 593,262.87 万元，增值额为 0万元，增值率为 0；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67,729.4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91,211.02 万元，增值额为 1,823,481.60 万元，增值率为

1,087.16%。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矿权评估增值，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马泰壕煤矿

具备资源储量大、煤质优、开采条件好、开采成本低、交通运输便利等特点。 

评估结论说明： 

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91,211.02 万元，收益法测算得出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 2,056,391.53万元，差异 65,180.51万元，差异率 3.27%。 

（1）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①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构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②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

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

条件的影响。 

（2）评估结果的选取 

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为煤炭开采企业，煤炭价格受国家经济政策、煤炭供需关系

等影响较大，给收益法中的主要技术参数、指标带来较大不确定性。煤炭行业属重资产

行业，企业的主要经营资产大多是依附于矿井可采储量而存在的，固定资产原始投资额

较大，且采矿权价值已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资产基础法能够更好的反映企业的价值。 

经分析，评估机构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收益法评估结果更符合本次经济行为

对应评估对象的价值内涵，故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报告评估结果。 

2、本次交易标的为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25%股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以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参考，电冶集团拟出资

298,681.65 万元收购投资控股集团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15%的股权；拟出资

199,121.10 万元收购羊绒集团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10%的股权。 

3、相关协议计划于近期签署，收购价款计划在股权协议签订完成后付 20%的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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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 180 天内付清剩余 80%的款项。 

4、收购完成后，电冶集团公司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50%的股权。鄂尔多斯永

煤矿业公司由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不纳入电冶集团合并范围。根据鄂尔多

斯永煤矿业公司出资协议和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董事会 5 人，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驻 3人；控股集团、羊绒集团派遣一位董事，担任董事长；电

冶集团派遣董事一位；总经理由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遣，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事务。 

五、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能否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完成后，电冶集团将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50%的股权，不具有控

制权，存在一定的风险。电冶集团将通过董事会在制度等各个层面加强对鄂尔多斯永煤

矿业公司重要环节的管理，以应对经营风险和效率风险。 

3、本次评估煤炭价格采用的是2016年下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近5年本地区动力煤的

平均价格测算，这个阶段经历过煤价的峰谷波动，未来可能受宏观调控政策及煤炭行业

周期性等因素影响，不排除煤价出现大幅波动的风险。 

4、根据电冶集团的实际经营情况，本次收购价款计划利用自有资金支付；如果出

现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时，可能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支付，经测算，电冶集团每增加10亿

元贷款将提高本公司资产负债率约为0.88个百分点（以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测算，公司

一季度资产负债率为58.50%，近几年指标逐年呈下降态势）。 

本议案形成与大股东——羊绒集团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羊绒集团、鄂

尔多斯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均需回避表决。 

请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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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提供担保具体情况： 

1、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获得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综合授信额度 10 亿元，当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冶金”）、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电力公司”）、鄂尔多斯市西金矿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金矿冶”）提用该

笔授信时，由本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2、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 5 年期贷款 15 亿元，各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进行担保（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8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内

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目前贷款余额 96,361 万元。如若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电力冶金完成对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25%的股权收购，电力冶金将

持有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 50%的股权，将按照 50%股权比例进行股权质押担保及保证

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 

1、电力冶金：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法定

代表人：张奕龄；经营范围：发电、供电、供热；铁合金、硅铁、硅锰、硅钙、硅铝、

原铝、金属镁、工业硅的生产及销售；电石、ＰＶＣ、烧碱、水泥、液氯、酸、二氯乙

烷、次氯酸钠、芒硝的生产销售；煤矿开采、煤炭深加工、焦炭、粉煤灰加工及其产品

的销售；引水、供水、污水处理；相关物资供应、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储运、代销；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包装袋生产、销售；

废渣、废水（液）、废气、余热、余压资源综合利用；电石渣脱硫剂生产、销售；机器

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及其他现代服务业。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2,546,612.73 万元，总负债

783,358.35 万元，总流动负债 582,543.91 万元，净资产 1,763,254.38 万元，营业收

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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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29,596.91万元，净利润 58,312.89万元。 

2、电力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工业园区；法定

代表人：逯恒；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变电、供汽及其相关物资采购、供应；污水处

理、加工；煤炭洗选、加工；煤炭及制品采购、供应、销售。 

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76,264.24万元，总负债 179,589.58

万元，总流动负债 143,106.44 万元，净资产 496,674.66 万元，营业收入 72,579.90万

元，净利润 6,170.50万元。 

3、西金矿冶：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棋盘井镇工业园区鄂尔多斯电力冶

金有限公司西侧；法定代表人：徐文高；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铁合金加工、冶炼、

销售；冶金用石英岩开采、加工、销售；自营及代理各类铁合金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生

产所需原辅材料、机器设备、技术、零配件的进出口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锰矿石销

售。 

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616,927.79万元，总负债 271,661.73

万元，总流动负债 270,198.05 万元，净资产 345,266.07 万元，营业收入 235,474.76

万元，净利润 24,890.62 万元。 

4、鄂尔多斯永煤矿业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札萨克

镇哈日木呼尔村；法定代表人：赵魁；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销售；矿业投资；

矿山设备销售；投资咨询、矿业信息咨询服务；铁路运输延伸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服

务、物流服务。 

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 768,772.17万元，总负债 599,657.26

万元，总流动负债 380,571.70 万元，净资产 169,114.91 万元，营业收入 278,189.62

万元，净利润 150,539.32万元。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董事会审议该事项之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内，对外担保金额的余额

为53,543.7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内，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39,958.30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59%。以上担保均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

担保。 

请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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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经验，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在过

去的审计服务中，立信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

准则，按进度完成了公司各项审计工作，其出具的各项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情况和经营结果，较好地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拟续聘立信为公司 2021 年度的审计机构，聘期 1 年，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与立信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行业标准和公司审计工作

实际情况决定其报酬。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

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

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实

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

员会（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0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32名、注册会计师 2323名、从业人员总数 9114

名，立信的注册会计师和从业人员均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立信 2020 年度业务收入（经审计）41.06 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31 亿元，

证券业务收入 13.57亿元。 

2020 年度立信为 576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5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0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29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

额为 12.5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议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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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无、行政处罚 4 次、监督管理措施 26 次、自

律监管措施无和纪律处分 3次，涉及从业人员 62名。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

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蔡晓丽 1998 年 1998 年 2012 年 2012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强 2010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3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张帆 2007 年 2003 年 2012 年 2018 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蔡晓丽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0 年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8 年-2020 年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8 年-2020 年 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9 年-2020 年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9 年-2020 年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8 年-2019 年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 李强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9 年-2020 年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19 年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张帆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8 年-2020 年 英雄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18 年-2020 年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8 年-2020 年 成都德芯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8 年-2020 年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18 年-2020 年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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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19 年-2020 年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0 年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

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2020年度本公司支付立信审计费用为 178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 138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40万元。2021年财务报告审计收费保持以工作量为基础的

原则，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 2021 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

审计范围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2021 年度审计费用。审计费用定价原则主要基

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

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请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8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