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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1-8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拟参股投资 

青岛邦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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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巩固产业

链上下游地位，深度绑定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链环节，拟围绕金属

冶炼加工、零部件生产及终端制造等领域优质企业，择机开展产业

链相关及协同互补领域的投资，不断加深对产业链的影响力。 

基于（氧化）球团矿行业的发展前景及自身成熟技术优势，山

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建邦”）与其全资子公司建

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香港）”）于 2018 年

合资设立了青岛邦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邦拓”

或“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50,000万元，山西建邦持股 40%，建邦

（香港）持股 60%，并以青岛邦拓作为投资运营主体，在董家口港

区投资建设 500万吨选矿厂及 400万吨球团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开展铁矿石精选、球团矿加工业务。 

公 司 拟 通 过 境 外 全 资 子 公 司 中 冠 国 际 （ SINO CROWN 

INTERNATIONAL PTE.LTD）收购建邦（香港）持有的青岛邦拓 20%

股权，加深与钢厂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着力拓展铁矿石供应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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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层次工贸一体，打通钢铁上下游产业链，拓展经营规模，提

高经济效益。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出具的大信

浙专审字[2021]第 17-00046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

青岛邦拓资产总额 42,745.36 万元，负债 27.62 万元，净资产

42,717.74 万元。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21]529 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青岛

邦拓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3,019.99万元，与账面价值 42,717.74万

元相比，评估增值 302.24万元，增值率为 0.71%。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本次青岛邦拓 20%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

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拟参股投资青岛邦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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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建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BANG(HANG KONG)INVESTMENT LIMITED 

注册证书：1782841 

注册地址：FLAT B07,23/F HOVER IND BLOG NO.26-38 K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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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ONG RD NT HONG KONG 

注册资本：50万美元 

设立时间：2012年 8月 6日  

经营范围：大宗商品贸易，投资 

股权结构：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建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英文名：JIANBANG(H.K) INVESTMENT 

LIMITED）于 2012年 8月 6日在香港九龙南京街 8-20号 DAVID HOUSE 

6 楼 602 室成立，注册资金 50 万美元，由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所有。建邦香港是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

海外业务发展的投资平台公司，以产权管理为主，进行矿产资源投

资、实体经营投资。建邦香港现持有青岛邦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0%股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建邦香港总资产 1,186.22 万美元，

总负债 1,138.88万美元，净资产 47.34万美元。 

2．实际控制人——山西建邦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7年 10月 24日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侯马市大李村 

经营范围：销售：生铁、焦炭、钢材、钢坯、线材、铁矿砂、

炉料、有色金属；仓储；货物装卸、装载加固材料；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

进出口业务；货物发运,铁路运输服务；货物信息咨询服务；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仅限通才铁路专用线分公司经营）、货物运输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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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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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自然人吴晓年出资 34,145万元，持股比例 56.91%；

自然人张锐出资 25,855万元，持股比例 43.09%。 

山西建邦是一家民营钢铁生产企业，成立于 1997 年，是国家

高纯生铁和四面肋热轧钢筋标准制定成员单位、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 500强、中国对外贸易民营企业 100强、工信部第

二批符合钢铁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全国节能减排示范企业、全国环

境守法示范企业、国家两化融合试点单位。 

山西建邦现有两大生产区域，分别位于侯马市北郊工业园区和

曲沃千万吨钢铁工业园区，侯马市园区以生产球墨铸铁和汽车铸件

为主，目前具备年产 100万吨球墨铸铁和 20 万吨汽车制动鼓的生

产能力；曲沃园区以生产优特钢、建筑钢材为主，目前具备年产 450 

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 

2020全年，山西建邦实现总产量 420万吨，其中铸铁 83万吨，

螺纹钢、盘螺、盘圆等钢产品 337万吨；销量 394万吨，其中铸铁

66 万吨，钢产品 328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135 亿元，利润总额 11

亿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西建邦总资产 150 亿元，总负

债 54亿元，净资产 96亿元。 

经查询，山西建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概况 

公司名称：青岛邦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8年 11月 27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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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董家口港区 

经营范围：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矿石筛选，销售：有色金属、矿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煤、焦炭、电力、建材，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矿业机械设备研发、销售。 

股权结构：山西建邦认缴出资 20,000万元，持股比例 40%；建

邦（香港）认缴出资 30,000 万元，持股比例 60%。截至 2021 年 7

月 31日，山西建邦实缴出资 14,000万元，建邦（香港）投资有限

公司实缴出资 30,000万元。 

项目情况：2020年 6月，山西建邦与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签署《400 万吨/年球团加工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拟在青岛

董家口投资建设“500万吨选矿+400万吨球团”项目。青岛邦拓为

该项目的投资运营主体。2020年 7月，项目完成立项备案；8月完

成项目能评，取得能评批复；10 月完成项目环评，取得环评批复；

12 月购置土地 266,667 平方米（合 400 亩），用于项目建设。目前

项目拟开始动工建设。 

2．青岛邦拓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4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7,453,576.34 128,108,427.49 

负债总额 276,150.60 417,996.62 

应收账款总额 48,284,084.00 40,60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净资产 427,177,425.74 127,690,430.87 

项目 2021 年 1-4 月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203,627.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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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1,244,348.13 -1,507,047.77 

净利润 -1,244,348.13 -1,507,12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28,470.94 -3,353,835.63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审计（审

计报告编号为大信浙专审字[2021]第 17-00046号） 

3.青岛邦拓股东会已同意建邦（香港）转让其持有的 20%股权

给中冠国际，山西建邦放弃优先受让权。 

4.青岛邦拓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

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5.青岛邦拓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截止

目前，青岛邦拓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6.经查询，青岛邦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方 

中冠国际、建邦（香港）、浙商中拓、山西建邦四方共同签署

《股权合作协议》。 

2、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建邦（香港）将其持有的青岛邦拓 20%股权转让给中冠国际，

股权转让价格为 10,000万元人民币。  

买卖价款的支付币种为美元。根据约定，在山西建邦将其认缴

出资中暂未实缴的注册资本金汇入项目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完成实

缴出资后，并且在 2021年 9月 30日前，中冠国际按照付款日买卖

价款所购美元金额一次性足额支付到建邦（香港）指定银行账户。 

3、项目公司融资与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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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减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后，

剩余工程建设项目所需资金由山西建邦、建邦（香港）、中冠国际

按各自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提供。各方同意，公司作为参股投

资方以融资租赁和供应链管理形式向项目公司提供工程建设项目

所需资金。 

4、业绩承诺及补偿 

山西建邦承诺，在自项目公司 EPC建设项目交付之日加计 6个

月试生产期为业绩承诺起始日的业绩承诺期内，项目公司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8%（年化，净资产收益率=项目公司当期税后净利润/

项目公司当期期末净资产），业绩承诺期限为 5 年。如项目公司在

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实际净利润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的，则山西建邦

无需补偿。如项目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期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

承诺净利润的，则山西建邦按照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对中冠国际进

行现金补偿。 

5、回购条款 

业绩承诺期内，出现协议约定的情况之一时，公司有权要求山

西建邦及其关联方按照提出股权回购时项目公司最近一期经评估

的每股净资产值确定的股权回购价格，回购中冠国际所持项目公司

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山西建邦及其关联方应予实施。 

股权回购遵照国有产权交易相关规定，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实施，

山西建邦保证按照协议约定，参与竞买并出价。评估基准日为项目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股权回购事宜之前一个月的最后一日。同时，

如评估基准日项目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承诺净利润的，在

实施股权回购前，山西建邦应按照协议约定，对中冠国际进行补偿。 



 

8 

6、股权转让交割  

在建邦（香港）收到中冠国际支付的买卖价款后，买卖双方委

托青岛邦拓有关人员到青岛邦拓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日即为股权转让交割日。 

股权收购完成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货币出资 40% 

建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货币出资 40% 

中冠国际 10,000 货币出资 20% 

合计 50,000  100.00% 

7、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邦拓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本

次公司支付购买股权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8、协议生效条件 

本次《股权合作协议》须经各方有权审批机构审议通过，并经

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三年公司开展了库供自营、配供配送、厂库供应链、国际供

应链等多种模式的铁矿石业务，受限于资源渠道、生产加工能力等

条件，公司铁矿石业务拓展及盈利不及预期。本次参股投资青岛邦

拓开展铁矿石精选及球团加工业务，是公司依托钢厂合作优势，开

发铁矿石一手资源渠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打通钢铁上下游产

业链，提升自身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行业供应链运营管理水

平。一是通过股权换商权，公司参与项目公司自身原料采购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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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业务，能进一步扩大公司铁矿石经营规模，提升盈利能力；二

是借助项目公司生产加工能力，可以增加公司在铁矿石板块的加工

服务和定制化生产能力，进一步挖掘上下游客户需求，提高与客户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公司完善供应链集成服务能力；三是通过

参股项目公司为公司开展类似选矿和造球项目积累技术、管理、人

才及其他商业资源；四是依托项目公司稳定的矿石需求，项目公司

将成为公司拓展上游矿山资源和建立矿山合作关系的重要窗口和

渠道；五是项目公司是公司铁矿石业务工贸结合的重要尝试，为后

续与山西建邦在产业链上其他项目的深入合作奠定良好基础，并为

将来公司与其他钢厂的股权合作和业务模式创新提供参考和经验。 

本次投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分析及对策 

本次公司参股投资青岛邦拓，开展铁矿石精选及球团矿生产业

务，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1、项目建设滞后的风险 

对策：（1）项目通过 EPC工程总承包方式建设，按照合同约定

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

阶段的承包，确保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按期完成。（2）

项目建设方将合理组织和筹措项目建设资金，确保项目建设所需资

金能及时支付到位。（3）项目建设方将积极组织安排关键技术人员，

确保项目生产设备调试到位，按期投产。 

2、市场供需变化的风险 

对策：（1）根据市场供需变化情况，合理调整产品结构，提高

碱性球团产品比例，尽可能减少自身产品受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       

（2）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挖掘潜在客户，提高客户粘性，确保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5%AE%9A/11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A6%E5%AE%9A/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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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时销售。 

3、公司作为财务投资方对项目公司缺乏控制，项目后期因环

保政策、生产管理、市场竞争等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项目经营不及

预期的风险。 

对策：（1）合资协议方面，约定如随售权、业绩承诺、回购条

款等条款，最大程度保障公司作为小股东的权益；（2）业务模式方

面，通过供应链集成服务模式参与项目公司原料采购和销售环节，

控制项目公司的上下游资源渠道，以间接加强对项目公司的影响力。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合作协议》； 

3、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