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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中有关问题之专项法律核查意见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达合金”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福达合金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

次交易”）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于2021年10月26日出具的《关

于对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282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以本专

项法律核查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限）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

书。 

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并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查阅了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包

括相关各方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资料、证明。 

本所依据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

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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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仅就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

及资产估值等专业事项及中国境外法律事项发表意见。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涉及

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境外法律意见书中某些数据、意见和

结论的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文件予以引述，并不意味着

本所对这些数据、意见及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的出具已得到本次交易相关方的如下保证： 

1．其已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所要求其提供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其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有效的，并无

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本

或原件一致； 

3．其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的书面陈述、说明、确认和承诺均真实、准确、

全面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重大遗漏、误导情形。 

对于出具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对于政府

有关部门的批准、确认、核发资格证照、登记、备案及其出具的说明、证明、批

复、答复、复函等文件（以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中所明确引用的为限），本专

项法律核查意见书并未就其做出该等行政行为或在出具该等文件的过程中是否

已经依法或依照内部程序进行了必要的审核、调查、研讨、审批验证等工作进行

核查，亦无权利进一步核查，故对于该等政府部门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以及文

件签署、资格证照核发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真实、准确、全面、完整不发表任

何意见，亦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作为福达合金对《问询函》回复的附属文件

一起提交上交所，并依法对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仅供福达合金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如本次交易相关方提供的文件资料不真实、不准确、不全面或不完整，或存

在其他相反的证据，或前述声明、承诺及保证事项不成立、不明确或虚假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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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的相关表述和结论需要修正，则本所有权根据事实，另

行出具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进行补充、说明或更正。 

本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

专项法律核查意见如下： 

释义 

为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表述方便，在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中，除非另有

说明，以下词汇具有如下含义： 

福达合金/上市公司/公司 指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铝业/标的公司 指 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义马铝业 指 
开曼铝业（义马）有限公司，系开曼铝业（三门峡）有

限公司前身 

锦江集团 指 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 

正才控股 指 杭州正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恒嘉控股 指 浙江恒嘉控股有限公司 

英国开曼 指 
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公司（British Cayman Energy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英国宏利 指 英国宏利投资有限公司 

中智投资 指 中智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曼联 指 曼联（杭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延德实业 指 杭州延德实业有限公司 

榆林新材料 指 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兴铝业 指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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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财信 指 湖南财信精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象源 指 厦门象源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明泰铝业 指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神火煤电 指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新疆景乾 指 新疆景乾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前海基金 指 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洛阳前海 指 洛阳前海科创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中原前海 指 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杭州景秉 指 杭州景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峡基金 指 福州鼓楼区海峡合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昆恒 指 浙江昆恒贸易有限公司 

锦江投资 指 杭州锦江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凯闻投资 指 宁波凯闻投资有限公司 

兴安化工 指 孝义市兴安化工有限公司 

复晟铝业 指 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 

锦鑫化工 指 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公司 

锦盛化工 指 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 

开曼能源 指 开曼（陕县）能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优英镓业 指 平陆优英镓业有限公司 

锦鑫稀材 指 广西田东锦鑫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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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镓业 指 孝义市兴安镓业有限公司 

新途稀材 指 三门峡新途稀有材料有限公司 

天山铝业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铝业 指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中铝山东 指 中铝山东有限公司 

中州铝业 指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霍煤鸿骏 指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工商局 指 工商行政管理局 

《预案（修订稿）》 指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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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超过 152 亿元，同时

部分交易对方成立时间较短且为合伙企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各交易

对方取得标的公司股份的时间、是否已实缴出资，并结合历史股权变更时的估值

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市净率、市盈率等，说明此次估值的合理性；（2）以列表

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与控股股东、其

他交易主体或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3）相关合伙企业等

交易对方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如是，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人

持有合伙企业份额的锁定安排。请会计师、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意见如下： 

一、各交易对方取得标的公司股份的时间、是否已实缴出资，并结合历史股

权变更时的估值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市净率、市盈率等，说明此次估值的合理

性 

（一）各交易对方取得标的公司的股权均已完成实缴出资 

1．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全套工商档案、验资报告、银行回单等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标的公司历史沿革如下： 

（1）2003 年 6 月（该时间为办理工商设立/变更登记的时间，下同），设立 

2003 年 6 月 1 日，英国开曼签署《开曼铝业（义马）有限公司章程》，约定

英国开曼投资设立义马铝业，其中投资总额为 12,089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4,029

万美元。 

2003 年 6 月 6 日，义马铝业领取编号为外经贸豫府资字[2003]009 号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记载，义马铝业名称

为“开曼铝业（义马）有限公司”；住所为河南省义马市；企业类型为外商投资；

经营年限为 30 年；投资总额为 12,089 万美元，注册资本为 4,029 万美元；经营

范围为“生产、销售氧化铝及氧化铝深加工制品”。 

2003 年 7 月 1 日，洛阳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洛新

会验字[2003]48 号），经审验，截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义马铝业已收到英国开

曼缴纳的第 1 期 614.46 万美元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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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6 月 9 日，经三门峡市工商局核准，义马铝业领取了《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企独豫峡总副字第 000083 号）。义马铝业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英国开曼 4,029 614.46 货币 100 

（2）2003 年 7 月，变更公司名称 

2003 年 7 月 7 日，义马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名称由“开曼铝业

（义马）有限公司”变更为“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2003 年 7 月 14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公

司名称变更为“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2003 年 7 月 16 日，经三门峡市工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变更为“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3）2004 年 6 月，增资 

2003 年 9 月 29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 4,029 万

美元增至 12,369 万美元。 

2003 年 11 月 7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注

册资本变更为 12,369 万美元。 

2004 年 6 月 9 日，经三门峡工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变更为 12,369 万美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英国开曼 12,369 614.46 100 

（4）2004 年 11 月，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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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9 月 19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减至

4,029 万美元。 

2004 年 9 月 23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注

册资本变更为 4,029 万美元。 

2004 年 9 月 30 日，三门峡电视报社广告部出具《证明》，兹证明“开曼铝

业（三门峡）有限公司减资公告”已在报社公告三次。 

2004 年 11 月 4 日，洛阳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洛

新会验字[2004]85 号），经审验，截至 2004 年 10 月 29 日，三门峡铝业已收到英

国开曼缴纳的第 2 期 3,414.54 万美元注册资本。 

2004 年 11 月 11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变更为 4,029 万美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英国开曼 4,029 4,029 货币 100 

（5）2006 年 5 月，增资 

2006 年 5 月 25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4,029

万美元增至 12,369 万美元。 

2006 年 5 月 30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注

册资本变更为 12,369 万美元。 

2006 年 5 月 30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变更为 12,369 万美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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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缴 实缴 

1 英国开曼 12,369 4,029 100 

（6）2006 年 7 月，股权转让 

2006 年 6 月 12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英国开曼将其持有的

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英国宏利。 

2006 年 6 月 12 日，英国开曼与英国宏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英国

开曼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转让给英国宏利，其中英国开曼已实缴的

4,029 万美元出资的转让价格为 4,029 万美元，尚未实缴的 8,340 万美元出资，由

英国宏利按照三门峡铝业章程规定的时间进行实缴出资。 

2006 年 6 月 30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投

资者变更为“英国宏利投资有限公司”。 

2006 年 7 月 10 日，经三门峡市工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本次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英国宏利 12,369 4,029 100 

（7）2006 年 9 月，增加实收资本 

2006 年 9 月 4 日，洛阳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洛新

会验字[2006]69 号），经审验，截至 2006 年 9 月 1 日，三门峡铝业已收到英国宏

利缴纳的第 3 期 1,600 万美元注册资本。 

2006 年 9 月 30 日，洛阳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洛

新会验字[2006]76 号），经审验，截至 2006 年 9 月 29 日，三门峡铝业已收到英

国宏利缴纳的第 3 期 68 万美元注册资本。 

2006 年 9 月 30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收资

本变更为 5,697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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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英国宏利 12,369 5,697 货币 100 

（8）2007 年 5 月，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 

2007 年 3 月 1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三门峡铝业股东将缴

纳所得税后相当于 6,672 万美元的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 

2007 年 5 月 9 日，洛阳新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洛新

会验字[2007]42 号），经审验，截至 2007 年 4 月 28 日，三门峡铝业已将 2006 年

度实现未分配利润 770,294,820.20 元人民币，转增实收资本 518,576,092.00 元，

折合 6,672 万美元。 

2007 年 5 月 14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收资

本变更为 12,369 万美元。 

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完成后，三门峡铝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英国宏利 12,369 12,369 货币 100 

（9）2008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08 年 9 月 19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英国宏利将其持有的

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中智投资，转让价格为 12,369 万美元。 

2008 年 9 月 30 日，英国宏利与中智投资、三门峡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英国宏利将其持有解除质押后的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转让给中智投资，

转让价格为 12,369 万美元。 

2008 年 10 月 17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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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变更为“中智投资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 20 日，经三门峡市工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本次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中智投资 12,369 12,369 100 

（10）2017 年 12 月，增资 

2017 年 11 月 20 日，河南中和联合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股权

价值评估报告》（豫中和评报[2017]125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复晟铝业的股权价值为 1,001,675,865.04 元。 

2017 年 11 月 23 日，广西公立天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桂天辰资评报字[2017]35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锦鑫化工

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98,850.23 万元。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三门峡铝业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增加新股东锦江集

团、正才控股、恒嘉控股，公司注册资本由 12,369 万美元增至 49,476 万美元，

其中锦江集团认缴出资额为 19,448.754 万美元，以其持有的锦鑫化工

98,850.229014 万元人民币股权和复晟铝业 30,050.275951 万元人民币股权出资，

占注册资本的 39.31%，恒嘉控股认缴出资额为 4,534.043 万美元，以其持有的复

晟铝业 30,050.275951 万元人民币股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9.16%，正才控股认

缴出资额为 13,124.203 万美元，以货币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26.53%。 

2017 年 11 月 29 日，锦江集团与三门峡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锦

江集团将其持有的锦鑫化工 46.24%股权以 45,708.3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门峡铝

业，以作为锦江集团向三门峡铝业增资 6,896.56 万美元的对价。2017 年 11 月 29

日，经田东县工商局核准，锦鑫化工完成了前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7 年 12 月，锦江集团与三门峡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锦江集

团将其持有的复晟铝业 30%股权以 30,050.27595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门峡铝业，

以作为锦江集团向三门峡铝业增资 4,534.043万美元的对价。2017年 12月 18日，

经平陆县工商局核准，复晟铝业完成了前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13 

2017 年 12 月，恒嘉控股与三门峡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恒嘉控

股将其持有的复晟铝业 30%股权以 30,050.27595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三门峡铝业，

以作为恒嘉控股向三门峡铝业增资 4,534.043万美元的对价。2017年 12月 18日，

经平陆县工商局核准，复晟铝业完成了前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2017 年 12 月 4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2007507048

163 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49,476 万美元。 

2018 年 1 月 12 日，三门峡市商务局核发《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豫

外资三备 201800002），就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备案。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银行回单，正才控股已向三门峡铝业足额缴纳了其认

缴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9,448.754 11,430.603 股权 39.31 

2 正才控股 13,124.203 13,124.203 货币 26.53 

3 中智投资 12,369 12,369 货币 25 

4 恒嘉控股 4,534.043 4,534.043 股权 9.16 

合计 49,476 41,457.849 — 100 

（11）2021 年 3 月，增资 

2021 年 2 月 23 日，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三门峡铝业注册资本

币种由美元变为人民币，按发生（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的中间价

计算，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4,410.7896 万元。同意三门峡铝业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344,410.7896 万元增至人民币 396,786.6240 万元，由新股东锦江投资、延德实

业分别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6,187.9172 万元。三门峡铝业其他股东放弃本

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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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三门峡铝业与锦江投资、延德实业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锦江

投资、延德实业分别出资 82,500 万元，分别认缴三门峡铝业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 26,187.9172 万元。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银行付款回单，锦江投资、延德实业已向三门峡铝业

足额缴纳了其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 

2021 年 3 月 30 日，三门峡铝业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三门峡铝业注册

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96,786.624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35,386.0604 82,244.1773 股权 34.1206 

2 正才控股 91,359.7930 91,359.7930 货币 23.0249 

3 中智投资 86,102.6974 86,102.6974 货币 21.7000 

4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股权 7.9545 

5 锦江投资 26,187.9172 26,187.9172 货币 6.6000 

6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货币 6.6000 

合计 396,786.6240 343,644.7409 — 100 

（12）2021 年 4 月，股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31 日，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中智投资将其持有的

三门峡铝业 21.5%股权转让予凯闻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中智投资与凯闻投资签署《出资转让协议》，约定中智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21.5%股权，以 344,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凯闻投资。 

2021 年 4 月 2 日，经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本

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15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35,386.0604 82,244.1773 34.1206 

2 正才控股 91,359.7930 91,359.7930 23.0249 

3 凯闻投资 85,309.1242 85,309.1242 21.5000 

4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7.9545 

5 锦江投资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6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7 中智投资 793.5732 793.5732 0.2000 

合计 396,786.6240 343,644.7409 100 

（13）2021 年 7 月，增加实收资本 

根据三门峡铝业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锦江集团应将其

持有的锦鑫化工 100%股权作价出资至三门峡铝业。此后，锦江集团将锦鑫化工

46.24%股权过户至三门峡铝业名下，为履行实缴出资义务，2021 年 7 月 28 日，

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锦鑫化工 53.76%股权转

让给三门峡铝业。 

2021 年 7 月 28 日，锦江集团与三门峡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

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锦鑫化工 53.76%股权转让予三门峡铝业，系锦江集团以其

持有的锦鑫化工 53.76%股权向三门峡铝业履行实缴出资 531,418,831.18 元。 

2021 年 7 月 28 日，经田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锦鑫化工完成了上述股

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加实收资本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35,386.0604 135,386.0604 股权 3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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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才控股 91,359.7930 91,359.7930 货币 23.0249 

3 凯闻投资 85,309.1242 85,309.1242 货币 21.5000 

4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股权 7.9545 

5 锦江投资 26,187.9172 26,187.9172 货币 6.6000 

6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货币 6.6000 

7 中智投资 793.5732 793.5732 货币 0.2000 

合计 396,786.6240 396,786.6240 — 100 

（14）2021 年 8 月，股权转让 

2021 年 7 月 26 日，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1）凯闻投资将其

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312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实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海峡基金；（2）凯闻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3.125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2,399.5820 万元，实缴出资额

12,399.5820 万元）以 5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厦门象源；（3）凯闻投资将其持

有的三门峡铝业 1.875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7,439.7492 万元，实缴出资额

7,439.7492 万元）以 3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神火煤电；（4）凯闻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3.750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4,879.4984 万元，实缴出资额

14,879.4984 万元）以 6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湖南财信；（5）凯闻投资将其持

有的三门峡铝业 4.687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8,599.3730 万元，实缴出资额

18,599.3730 万元）以 7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东兴铝业。三门峡铝业其他股东

自愿放弃对上述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凯闻投资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分别与海峡基金、厦门象源、神火煤电、湖南

财信、东兴铝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银行收款回单，海峡基金、厦门象源、神火煤电、湖

南财信、东兴铝业已足额向凯闻投资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 

2021 年 8 月 9 日，经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本

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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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35,386.0604 135,386.0604 34.1206 

2 正才控股 91,359.7930 91,359.7930 23.0249 

3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7.9545 

4 凯闻投资 30,750.9634 30,750.9634 7.7500 

5 锦江投资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6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7 中智投资 793.5732 793.5732 0.2000 

8 东兴铝业 18,599.3730 18,599.3730 4.6875 

9 湖南财信 14,879.4984 14,879.4984 3.7500 

10 厦门象源 12,399.5820 12,399.5820 3.1250 

11 神火煤电 7,439.7492 7,439.7492 1.8750 

12 海峡基金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合计 396,786.6240 396,786.6240 100 

（15）2021 年 9 月，股权转让 

2021 年 9 月 18 日，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1）凯闻投资将其

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312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实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洛阳前海；（2）凯闻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0.312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实缴出资额

1,239.9582 万元）以 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原前海；（3）凯闻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4.687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18,599.3730 万元，实缴出资额

18,599.3730 万元）以 75,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榆林新材料；（4）凯闻投资将其

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2.437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9,671.6740 万元，实缴出资额

9,671.6740 万元）以 39,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明泰铝业；（5）锦江集团将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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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门峡铝业0.062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247.9916万元，实缴出资额247.9916

万元）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明泰铝业；（6）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

业 0.562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231.9248 万元，实缴出资额 2,231.9248 万元）

以 9,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杭州景秉；（7）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6250%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479.9164 万元，实缴出资额 2,479.9164 万元）以 1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前海基金；（8）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0563%股权

（对应认缴出资额 233.3909 万元，实缴出资额 233.3909 万元）以 900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浙江昆恒；（9）锦江集团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8125%股权（对应认

缴出资额 3,223.8913 万元，实缴出资额 3,223.8913 万元）以 13,0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新疆景乾。三门峡铝业其他股东自愿放弃对上述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凯闻投资分别与洛阳前海、中原前海、榆林新材料、

明泰铝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锦江集团分别与明泰铝业、杭州景秉、前海基

金、浙江昆恒、新疆景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银行收款回单，洛阳前海、中原前海、榆林新材料、

明泰铝业已足额向凯闻投资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明泰铝业、杭州景秉、前海

基金、浙江昆恒、新疆景乾已足额向锦江集团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 

2021 年 9 月 29 日，经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本

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26,978.9454 126,978.9454 32.0018 

2 正才控股 91,359.7930 91,359.7930 23.0249 

3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7.9545 

4 锦江投资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5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6 中智投资 793.5732 793.5732 0.2000 

7 东兴铝业 18,599.3730 18,599.3730 4.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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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榆林新材料 18,599.3730 18,599.3730 4.6875 

9 湖南财信 14,879.4984 14,879.4984 3.7500 

10 厦门象源 12,399.5820 12,399.5820 3.1250 

11 明泰铝业 9,919.6656 9,919.6656 2.5000 

12 神火煤电 7,439.7492 7,439.7492 1.8750 

13 新疆景乾 3,223.8913 3,223.8913 0.8125 

14 前海基金 2,479.9164 2,479.9164 0.6250 

15 杭州景秉 2,231.9248 2,231.9248 0.5625 

16 海峡基金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17 洛阳前海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18 中原前海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19 浙江昆恒 223.3909 223.3909 0.0563 

合计 396,786.6240 396,786.6240 100 

（16）2021 年 10 月，股权转让 

2021 年 9 月 26 日，三门峡铝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1）锦江集团将其

持有的三门峡铝业 0.6579%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610.4592 万元，实缴出资额

2,610.4592 万元）以 1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疆景乾；（2）中智投资将其持有

的三门峡铝业 0.2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793.5732 万元，实缴出资额 793.5732

万元）以 3,04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正才控股；（3）锦江投资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

业 6.6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额 26,187.9172 万元，实缴出资额 26,187.9172 万元）

以 39,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杭州曼联。三门峡铝业其他股东自愿放弃对上述股

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锦江集团与新疆景乾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中智

投资与正才控股签署了《出资转让协议》，锦江投资与杭州曼联签署《出资转让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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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银行收款回单，新疆景乾已足额向锦江集团支付了上

述股权转让款。 

2021 年 10 月 12 日，经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三门峡铝业完成了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三门峡铝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认缴 实缴 

1 锦江集团 124,368.4862 124,368.4862 31.3439 

2 正才控股 92,153.3662 92,153.3662 23.2249 

3 恒嘉控股 31,562.2388 31,562.2388 7.9545 

4 杭州曼联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5 延德实业 26,187.9172 26,187.9172 6.6000 

6 榆林新材料 18,599.3730 18,599.3730 4.6875 

7 东兴铝业 18,599.3730 18,599.3730 4.6875 

8 湖南财信 14,879.4984 14,879.4984 3.7500 

9 厦门象源 12,399.5820 12,399.5820 3.1250 

10 明泰铝业 9,919.6656 9,919.6656 2.5000 

11 神火煤电 7,439.7492 7,439.7492 1.8750 

12 新疆景乾 5,834.3505 5,834.3505 1.4704 

13 前海基金 2,479.9164 2,479.9164 0.6250 

14 杭州景秉 2,231.9248 2,231.9248 0.5625 

15 海峡基金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16 洛阳前海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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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原前海 1,239.9582 1,239.9582 0.3125 

18 浙江昆恒 223.3909 223.3909 0.0563 

合计 396,786.6240 396,786.6240 100 

2．各交易对方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及实缴出资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的历史沿革情况，本次交易涉及的十八名交易对方通过增资或

受让的形式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目前各交易对方所持股权均已完成实缴出资的义

务，正才控股尚未向中智投资支付 3,040 万元股权转让款，杭州曼联尚未向锦江

投资支付 39,600 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述股权转让款预计于本次重组草案披露前

支付完成。各交易对方取得股权时间及实缴出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取得股权时间 取得股权的方式 
是否实

缴出资 
完成工商变更时间 

所持股权 

实缴到位时间 

支付股权转

让款时间 

锦江集团 2021.7.28 增资 是 2017.12.4 2021.7.28 不适用 

正才控股 

2018.12.20 增资 是 2017.12.4 2018.12.20 不适用 

2021.10.12 从中智投资受让 是 2021.10.12 2007.4.28 尚未支付 

恒嘉控股 2017.12.18 增资 是 2017.12.4 2017.12.18 不适用 

延德实业 2021.4.12 增资 是 2021.3.30 2021.4.12 不适用 

杭州曼联 2021.10.12 从锦江投资受让 是 2021.10.12 2021.4.16 尚未支付 

榆林新材料 2021.9.2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9.29 2007.4.28 2021.9.18 

明泰铝业 2021.9.29 
从凯闻投资、锦

江集团受让 
是 2021.9.29 

2007.4.28、

2021.7.28 
2021.9.26 

新疆景乾 
2021.9.29、

2021.10.15 
从锦江集团受让 是 

2021.9.29、 

2021.10.15 
2021.7.28 

2021.9.29、 

2021.10.15 

前海基金 2021.9.29 从锦江集团受让 是 2021.9.29 2021.7.28 2021.9.17 

杭州景秉 2021.9.29 从锦江集团受让 是 2021.9.29 2021.7.28 2021.9.15 

洛阳前海 2021.9.2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9.29 2007.4.28 2021.9.18 

中原前海 2021.9.2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9.29 2007.4.28 2021.9.17 

浙江昆恒 2021.9.29 从锦江集团受让 是 2021.9.29 2021.7.28 202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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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铝业 2021.8.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8.9 2007.4.28 2021.7.15 

湖南财信 2021.8.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8.9 2007.4.28 2021.7.15 

厦门象源 2021.8.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8.9 2007.4.28 2021.7.6 

神火煤电 2021.8.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8.9 2007.4.28 2021.7.12 

海峡基金 2021.8.9 从凯闻投资受让 是 2021.8.9 2007.4.28 2021.7.6 

注 1：对于增资取得股权的股东，取得股权的时间指其完成工商变更与实缴出资孰晚的

时间；对于受让取得股权的股东，取得股权的时间指其完成工商变更与支付股权转让款孰晚

的时间，由于正才控股、杭州曼联暂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暂填写其完成工商变更的时间。 

注 2：新疆景乾分两次受让取得标的公司股权，第一次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受让三门峡

铝业 0.8125%股权，第二次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受让三门峡铝业 0.6579%股权。 

（二）综合分析历史股权变更时的估值情况、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市净率、

市盈率等，本次交易的估值具有合理性 

1．历史股权变更时的估值对比情况 

三门峡铝业近三年涉及的资产转让、增资及对应估值具体如下： 

序号 股权变更情况 估值作价情况 

1 
2021 年 3 月，锦江投资、延德实业

向三门峡铝业增资 165,000 万元 

锦江投资、延德实业与锦江集团具有一致行动

关系，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考虑家族财产分

配的基础上协商确定增资对价，该次增资后的

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的作价为 1,250,000万元 

2 

2021 年 4 月，中智投资将其持有的

三门峡铝业 21.5%股权转让股权给

凯闻投资 

三次股权转让事宜均主要参考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标的公司评估报

告（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选用收益

法评估结果，归属于三门峡铝业母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21,796.25 万元），协商

确定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交易作价均为

1,600,000 万元 

3 

2021 年 8 月，凯闻投资将其持有的

三门峡铝业部分股权转让给海峡基

金、厦门象源、神火煤电、湖南财

信、东兴铝业 5 家财务投资者 

4 

2021 年 9 月，凯闻投资、锦江集团

将其持有的三门峡铝业部分股权转

让给洛阳前海、中原前海、榆林新

材料、明泰铝业、杭州景秉、前海基

金、浙江昆恒、新疆景乾 8 家财务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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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年 10 月，锦江集团、中智投

资、锦江投资分别将其持有的三门

峡铝业部分股权对应转让给新疆景

乾、正才控股、杭州曼联 

该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主要参考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标的公司评估报

告，综合考虑分红因素、新增归母净利润因素

及股权激励因素后协商确定。锦江集团、中智

投资分别转让给新疆景乾、正才控股的交易作

价为 1,520,000 万元。杭州曼联系股权激励平

台，考虑到激励员工的作用，锦江投资转让给

杭州曼联的交易作价为 600,000 万元 

上述最后一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主要参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归属于三门峡铝业母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

721,796.25 万元），并综合考虑以下三方面因素调整：（1）三门峡铝业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标的公司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中

的 430,000.00 万元分配给的所有股东；（2）三门峡铝业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

1 年 9 月 30 日新增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23,587.83 万元；（3）杭州

曼联系股权激励平台。因此在前次股权变更作价 1,600,000.00 万元的基础上，考

虑分红及新增归母净利润调整后的作价为 1,520,000.00 万元，考虑股权激励因素

调整后的作价 600,000 万元。 

2．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估值指标对比情况 

三门峡铝业的主营业务为氧化铝、氢氧化铝、烧碱、金属镓等产品的生产和

销售，是国内三大氧化铝现货供应商之一。从上市公司可比交易案例的估值情况

来看，选取与三门峡铝业同属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天山铝业、包头铝业、

中铝山东、中州铝业和霍煤鸿骏作为可比标的公司，本次交易与上述可比交易案

例的市盈率、市净率对比情况如下： 

序

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收购标的 评估基准日 市盈率 市净率 

1 002532.SZ 新界泵业 天山铝业 2018/12/31 15.95 1.55 

2 601600.SH 中国铝业 包头铝业 2017/12/31 15.97 1.47 

3 601600.SH 中国铝业 中铝山东 2017/12/31 18.08 1.26 

4 601600.SH 中国铝业 中州铝业 2017/12/31 36.82 1.13 

5 002128.SZ 露天煤业 霍煤鸿骏 2018/02/28 19.49 1.21 

可比交易案例平均值 21.26 1.32 

三门峡铝业 7.56 1.50 

数据来源：Wind，采用交易案例于评估基准日时的交易作价、归母净资产及当年归母净

利润计算，其中霍煤鸿骏使用的归母净利润为 2017 年度数据。三门峡铝业的估值指标采用

初步商定交易作价 152 亿元计算，市盈率采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12 个月的归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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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净率采用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 

由上表可知，三门峡铝业的市盈率低于可比交易案例平均值，市净率则处于

可比交易案例范围内。 

3．本次交易的估值具有合理性 

从历史股权变更时的估值情况来看，第 1 次变更系锦江集团一致行动人的增

资，不具有参考性；第 2-4 次股权变更的作价主要参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具有合理性；第 5 次股权变更的作价系在前述评

估报告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分红因素、新增归母净利润因素及股权激励因素

后协商确定，具有合理性。根据本次交易协议，交易各方初步商定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为不超过 1,520,000.00 万元，该作价考虑了分红及新增归母净利润的影响，

与最后一次股权变更时转给财务投资者的作价一致。 

从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的估值指标来看，三门峡铝业的市盈率低于可比交易

案例平均值，市净率则处于可比交易案例范围内。 

截至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出具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并另行签署协议正式确定。 

综上，本次交易的估值具有合理性。 

二、以列表形式穿透披露交易对方最终出资人，并说明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

与控股股东、其他交易主体或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一）交易对方穿透至最终出资人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交易对方共计 18 名，全部为独立法人或有限

合伙企业，包括锦江集团、正才控股、恒嘉控股、延德实业、杭州曼联，以及其

他 13 名财务投资人。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股东调查表、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

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企查查网站，

除湖南财信的间接出资人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冀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公司，前海基金的出资人/间接出资人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系股份公司，中原前海、洛阳前海的间接出资人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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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变更情况未及时在工商系统进行登记，以及湖南财信、前海

基金、中原前海、海峡基金的间接出资人中的境外主体无法穿透，且湖南财信、

前海基金、中原前海、洛阳前海、海峡基金亦无法确认外，交易对方经穿透后最

终出资人情况如下（由于部分交易对方穿透后层级较多，因此仅列示该等交易对

方第一层出资人、第二层出资人、第三层出资人及最终持有人情况）： 

1．锦江集团、正才控股、恒嘉控股、延德实业、明泰铝业 

根据《预案（修订稿）》，锦江集团、正才控股、恒嘉控股、延德实业、明泰

铝业穿透至最终出资人情况已在《预案（修订稿）》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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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曼联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钭白冰、陈立根、杨贤民、刘建钢、王宝堂、王益

民、皮溅清、周世龙、孟宗桂、方志军、高春红、

马让怀、麻挺威、白云涛、赵志强、李建华、王会

建、李玉华、赖金发、徐振星、乔军、陈荣华、单

海、蒋国兴、凌石敏、王艳艳、王元珞、张建阳、

孙家斌、李重阳、盛国洪、陈江尧、王宏伟、曹丽

萍、忻家顺、樊俊红、董强、卓静洁、杜晓芳、肖

以华、童建中、付斌、钱浩、蒋蕴德、王向军 

/ / 自然人 

钭白冰、陈立根、杨贤民、刘建钢、王宝堂、

王益民、皮溅清、周世龙、孟宗桂、方志军、

高春红、马让怀、麻挺威、白云涛、赵志强、

李建华、王会建、李玉华、赖金发、徐振星、

乔军、陈荣华、单海、蒋国兴、凌石敏、王艳

艳、王元珞、张建阳、孙家斌、李重阳、盛国

洪、陈江尧、王宏伟、曹丽萍、忻家顺、樊俊

红、董强、卓静洁、杜晓芳、肖以华、童建中、

付斌、钱浩、蒋蕴德、王向军 

3．榆林新材料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人民政府 / 国资管理主体 陕西省人民政府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人民政府 国资管理主体 陕西省人民政府 

4．东兴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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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 国资管理主体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湖南财信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湖南省财信引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财信精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湖南财信经济投资有限公

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财信引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湖南省人民政府 

宁波晟锐斯进出口有限公

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利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建平 自然人 李建平 

张蝶飞 自然人 张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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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中青芯鑫致远（上海）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青芯鑫（苏州工业园区）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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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中青信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自然人 赵伟国、李禄媛、李义 

北京怡和家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季永亚、李刚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熔投资

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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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季永亚、李

刚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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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中青芯鑫（苏州工业园区）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季永亚、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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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芯鑫融资租赁（成都）有限

责任公司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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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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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芯鑫融资租赁（江苏）有限

责任公司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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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芯鑫融资租赁（北京）有限

责任公司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浙江省财政厅、海宁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嘉兴市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中心（嘉兴市社会保障资金管

理服务中心）、湖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

财政厅、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审计

局、青岛西海岸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上

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绍兴市

财政局 

境外主体 

华宝企业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控股有限

公司、紫光香江有限公司、长电国际（香

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海峡半导体产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Envision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上市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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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自然人 

周冬梅、袁以沛、马光杰、孔令夷、周健、

季玉婕、张彦、任浩鹏、李艺涵、林瑶、

闫桂娥、梁玉珍、薛文菊、薛鑫磊、赵伟

国、李义、李禄媛、王家恒、周立、金杰、

刘春红、田森、陈丹萍、路娇柚、逯家宁、

陈立志、姜明明、张洋、秦晓娟、谢作强、

傅鲲、陈刚、李丹、杨志军 

无法穿透 
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西安高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迪荡新城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事业单位 清华大学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芯鑫控股有限公司 

6．厦门象源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 / 上市公司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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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神火煤电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8．新疆景乾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武文祥 / / 自然人 武文祥 

许新霞 / / 自然人 许新霞 

沈凯军 / / 自然人 沈凯军 

胡萍 / / 自然人 胡萍 

常平继 / / 自然人 常平继 

申君 / / 自然人 申君 

郭嫩红 / / 自然人 郭嫩红 

李小兵 / / 自然人 李小兵 

李丹 / / 自然人 李丹 

西安河狸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安海潮 / 自然人 安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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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程雨露 / 自然人 程雨露 

西安橡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阎西洋 / 自然人 阎西洋 

武炜 / 自然人 武炜 

上海沃客金属有限公司 西安橡树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阎西洋 自然人 阎西洋 

武炜 自然人 武炜 

9．前海基金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珠海横琴富华金灿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富华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自然人 赵文忠、刘雅茹 

北京雅兰创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雅茹 自然人 刘雅茹 

济南峰靖商贸有限公司 
齐远望 / 自然人 齐远望 

刘杨 / 自然人 刘杨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无法穿透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富华金盛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吴静 / 自然人 吴静 

北京富华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富华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自然人 赵文忠、刘雅茹 

北京雅兰创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雅茹 自然人 刘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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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深圳市中科鼎鑫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四川省人民政府 

射洪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射洪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四川

省财政厅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上市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充市顺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南充市顺庆区财政局 

四川省犍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犍为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务院、国家

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乐山市五通桥区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资管理主体 

乐山市五通桥区国有资产管理委

员会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伟 自然人 张伟 

深圳市威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张伟、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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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 / 上市公司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南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财政局 /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财政局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上市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引导基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龙华区财政局 

致诚长泰肆号（深圳）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并购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华融控股（深圳）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中国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 / 无法穿透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行普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新浩鸿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罗益洪 自然人 罗益洪 

郭惠 自然人 郭惠 

深圳市新浩新兴发展有限公司 郭惠 自然人 郭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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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深圳市新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自然人 罗益洪、郭惠 

黄伟东 自然人 黄伟东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厦门市财政局 / 国资管理主体 厦门市财政局 

李永魁 / / 自然人 李永魁 

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

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深圳市宝安区集体资产管理

局）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宝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深圳市宝安区集体资产管理

局） 

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国资管理主体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 

深圳市安林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河金控有限公司 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楚龙 

新余市晟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新余市渝水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新余市渝水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国资管理主体 

新余市渝水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

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国有管理主体 国务院 

招银科技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招银前海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厦门市三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黄炫凯 / 自然人 黄炫凯 

黄荷婷 / 自然人 黄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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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黄丹琳 / 自然人 黄丹琳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无法穿透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银丰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加拿大丰业银行 境外主体 加拿大丰业银行 

北京乾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耿俊杰、梁勉 

中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张来玉、常娜 

境外主体 伟诺有限公司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绍兴越华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自然人 

陈林川、陈仁根、章水泉、陈林祥、

茅秀珍、陈幼水、陈红星、余桂娟、

陈信耀、蒋荣根、缪吉良、陈双林、

茅永海、冯金林、王国龙、陈伟杰、

唐妙荣、陈雅芬、王惠成、陈华、

宋阿土、章亮、孙炳兴、陈荣明 

经纬金融控股（上海）有限公司 经纬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经纬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力勤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融汇丰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闻哲、孙传文 

闻健明 自然人 闻健明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联东模板有限公司 自然人 刘振东、刘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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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北京东兴腾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刘振东、刘兴武 

刘振东 自然人 刘振东 

新疆昭鸣博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闫南 自然人 闫南 

孙一鸣 自然人 孙一鸣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金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境外主体 金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比利时富杰保险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 
/ 境外主体 

比利时富杰保险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张伟 / 自然人 张伟 

新疆粤新润合股权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信弘盛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 /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 

天津未来产业创新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际创业中心（海外留学生创业园） 
/ 事业单位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际创业中心（海外留学生创业园） 

天津金梧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刘乾坤 自然人 刘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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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有限合伙） 童玮亮 自然人 童玮亮 

高申 自然人 高申 

高若贤 自然人 高若贤 

天津梧桐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刘乾坤、童玮亮、高申、高若贤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楚龙 

深圳市星河投资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楚龙 

黄楚龙 自然人 黄楚龙 

黄德安 自然人 黄德安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无法穿透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林立 自然人 林立 

钟菊清 自然人 钟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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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新三板挂牌公司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焦作市淮海咨询服务中心 自然人 靳海涛 

陈文正 自然人 陈文正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楚龙、黄德安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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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穿透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林立、钟菊清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伟 自然人 张伟 

红杉文德股权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周逵 自然人 周逵 

富欣 自然人 富欣 

北京富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富华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赵文忠、刘雅茹 

马蔚华 / 自然人 马蔚华 

厉伟 / 自然人 厉伟 

江怡 / 自然人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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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倪正东 / 自然人 倪正东 

深圳市文燊威投资有限

公司 

林文峰 / 自然人 林文峰 

黄壮标 / 自然人 黄壮标 

徐州金沣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新华日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江苏省人民政府 

南京拙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自然人 刘世国、赵文彬、曹志申 

江苏润城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邳州市财政局 国资管理主体 邳州市财政局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管理主体 国务院 

江苏新华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新华日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江苏省人民政府 

自然人 刘世国、赵文彬、曹志申 

邳州市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国资管理主体 邳州市财政局、国务院 

陈韵竹 / / 自然人 陈韵竹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无法穿透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汇祥蓝天（天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石家庄蓝天环境治理产业转型基

金有限公司 

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资管理主体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石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家庄环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石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8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天津海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局 

上市公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深铁路

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穿透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靳海涛、陈文正、马蔚华、厉伟、

江怡、倪正东、周逵、富欣、赵文

忠、刘雅茹、黄楚龙、黄德安、林

立、钟菊清、张伟 

海祥（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自然人 丁松良、王振忠 

石家庄环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石家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致行商贸有限公司 
李建明 / 自然人 李建明 

阚春凤 / 自然人 阚春凤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无法穿透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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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盘李琦 / / 自然人 盘李琦 

郑焕坚 / / 自然人 郑焕坚 

深圳市广顺昌投资有限

公司 

庄清彬 / 自然人 庄清彬 

翁光奇 / 自然人 翁光奇 

河源春沐源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河源春沐源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深圳春沐源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Double Hill Limited 

Doublewoods Group Limited 境外主体 Doublewoods Group Limited 

Doublewoods Springs Limited 境外主体 Doublewoods Springs Limited 

深圳市中孚泰文化集团

有限公司 

谭泽斌 / 自然人 谭泽斌 

刘芳 / 自然人 刘芳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 社会团体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东阳市创富创享实业发展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横店有限公司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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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自然人 

徐永安、胡天高、徐文财、厉宝平、

厉国平、杨夷平、王自进、杜伟群、

俞舒宁、韦国清、程燕姬、金龙华、

梅锐、陈以群、陈慧珍、徐长征、

王力、吴晓东、胡加弟、马列兴、

葛精兵、樊开银、厉剑飞、张晓波、

施卫东、周金法、黄桂苗、蒋玉珍、

周益新、史建华、陈安丽、林贻福、

马易升、管国瑜、潘丽青、杜少惠、

顾玉其、张军、胡俊平、郭巧平、

杜华平、王巧霞、葛向全 

东阳市创富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横店有限公司 

东阳市三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自然人 徐永安 

东阳市九衡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然人 胡天高、徐文财、徐永安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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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东阳市九惟实业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自然人 

徐永安、厉宝平、厉国平、杨夷平、

王自进、杜伟群、俞舒宁、韦国清、

程燕姬、金龙华、梅锐、陈以群、

陈慧珍、徐长征、王力、吴晓东、

胡加弟、马列兴、葛精兵、樊开银、

厉剑飞、张晓波、施卫东、周金法、

黄桂苗、蒋玉珍、周益新、史建华、

陈安丽、林贻福、马易升、管国瑜、

潘丽青、杜少惠、顾玉其、张军、

胡俊平、郭巧平、杜华平、王巧霞、

葛向全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东阳市衡创实业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社会团体 东阳市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东阳市创享投资有限公司 社会团体 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 

横店有限公司 自然人 

徐永安、胡天高、徐文财、厉宝平、

厉国平、杨夷平、王自进、杜伟群、

俞舒宁、韦国清、程燕姬、金龙华、

梅锐、陈以群、陈慧珍、徐长征、

王力、吴晓东、胡加弟、马列兴、

葛精兵、樊开银、厉剑飞、张晓波、

施卫东、周金法、黄桂苗、蒋玉珍、

周益新、史建华、陈安丽、林贻福、

马易升、管国瑜、潘丽青、杜少惠、

顾玉其、张军、胡俊平、郭巧平、

杜华平、王巧霞、葛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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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社会团体 东阳市影视旅游促进会 

喀什唐商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唐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李冠颖 自然人 李冠颖 

吴树煜 自然人 吴树煜 

10．杭州景秉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韩丹 / / 自然人 韩丹 

刘志兴 / / 自然人 刘志兴 

张小平 / / 自然人 张小平 

11．洛阳前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前海方舟（洛阳）创业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前海方舟（郑州）创业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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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上市公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

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穿透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靳海涛、陈文正、马蔚华、厉伟、

江怡、倪正东、周逵、富欣、赵

文忠、刘雅茹、黄楚龙、黄德安、

林立、钟菊清、张伟 

上海爱司宝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自然人 林琳、胡昊 

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自然人 靳海涛、陈文正 

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焦作市淮海咨询服务中心 自然人 靳海涛 

陈文正 自然人 陈文正 

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 

洛阳国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豫资城乡一体化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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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洛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资城乡一体化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洛阳宏科创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洛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 

12．中原前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杭州嵩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张凯 / 自然人 张凯 

康峥 / 自然人 康峥 

贺君 / 自然人 贺君 

河南中原航港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深圳前海涌泉科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自然人 康峥、吴文彬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境外主体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财政厅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民政府 /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人民政府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财政厅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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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公司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郑州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郑州市财政局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郑州市财政局、郑州市金水区财政

局、巩义市财政局、登封市财政局、

中牟县财政局、郑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JPMorgan Chase &Co 

深圳华强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人 梁光伟 

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外主体 康达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资管理主体 河南省财政厅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产业

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 / 国有控股产业基金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投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 上市公司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金融发展有

限公司 

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国资管理主体 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西发投资有限公司 西海岸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主体 西海岸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56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控股主体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海方舟（郑州）创业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自然人 靳海涛、陈文正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局 

自然人 黄楚龙、黄德安、林立、钟菊清 

上市公司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无法穿透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自然人 张伟 

红杉文德股权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自然人 周逵、富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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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北京富华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自然人 赵文忠、刘雅茹 

马蔚华 自然人 马蔚华 

厉伟 自然人 厉伟 

江怡 自然人 江怡 

倪正东 自然人 倪正东 

上海爱司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林琳 自然人 林琳 

胡昊 自然人 胡昊 

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焦作市淮海咨询服务中心 自然人 靳海涛 

陈文正 自然人 陈文正 

深圳市广顺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陈思伶 / 自然人 陈思伶 

周捷燕 / 自然人 周捷燕 

张雪美 / 自然人 张雪美 

深圳市安林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河金控有限公司 星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黄楚龙 

郑州百润实业有限公司 
乔海丽 / 自然人 乔海丽 

丁兴文 / 自然人 丁兴文 

建业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省弘道投资有限公司 滑子义 自然人 滑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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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滑志昌 自然人 滑志昌 

青岛天一丰和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青岛尚和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自然人 

魏帅、刘晓燕、袁君、魏平、倪福

玲、纪从林、牛旭霞、徐德竹、栾

培峰、杨波、孟繁德、吴顺军、孙

毅、刘超、王素芹、刘秀英、李华、

辛熙俊 

青岛天一上策销售代理有限公

司 
自然人 

魏帅、刘晓燕、袁君、魏平、倪福

玲、纪从林、牛旭霞、徐德竹、栾

培峰、杨波、孟繁德、吴顺军、孙

毅、刘超、王素芹、刘秀英、李华、

辛熙俊 

青岛兴建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人 

杨建强、高仕杰、杨昆、况成强、

郑琛、郭同华、杨天同、董春霞、

孙俊亮、刘彦辰、王凤林、王永华、

刘清刚、武鹏、孙强、王忠洪、毛

从平、张景君、刘光生 

青岛兴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自然人 

杨建强、高仕杰、杨昆、况成强、

郑琛、郭同华、杨天同、董春霞、

孙俊亮、刘彦辰、王凤林、王永华、

刘清刚、武鹏、孙强、王忠洪、毛

从平、张景君、刘光生 

袁君 / 自然人 袁君 

魏帅 / 自然人 魏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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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纪从林 / 自然人 纪从林 

山东黎鸣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富丰泓锦投资（深圳）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郭强 / 自然人 郭强 

程紫莺 / 自然人 程紫莺 

烟台芝罘财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烟台市芝罘区国有资产运营保

障中心 
/ 国资管理主体 

烟台市芝罘区国有资产运营保障

中心 

烟台市财金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烟台市财政局 国资管理主体 烟台市财政局 

山东省财金发展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山东省财政厅 

事业单位 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 

13．海峡基金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李曙光 / / 自然人 李曙光 

陈冬霞 / / 自然人 陈冬霞 

陈丽萍 / / 自然人 陈丽萍 

王进 / / 自然人 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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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邵壹鑫 / / 自然人 邵壹鑫 

海峡汇富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深圳康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资管理主体 

国务院、浙江省财政厅、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浙江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省财政厅 

上市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粮

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人 王建胜、戴育四 

富邦兴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境外主体 富邦兴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亚洲有限公司 / 境外主体 亚洲有限公司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管理主体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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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浙江昆恒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最终持有人类型 最终持有人名称 

林守平 / / 自然人 林守平 

刘晓军 / / 自然人 刘晓军 

麻小宸 / / 自然人 麻小宸 

何汝良 / / 自然人 何汝良 

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股东调查表、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企查

查网站、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按照穿透至最终自然人、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已备案私募基金的标准对交易对

方最终出资人情况进行统计，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人数未超过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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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与控股股东、其他交易主体或标的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相关交易对方提供的股东调查表、说明，并经本

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企查查网站，

除湖南财信的间接出资人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中冀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前海基金的出资人/间接出资人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前海、洛阳前海的间接出资人七匹

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湖南财信、前海基金、中原前海、海峡基金的间接出资

人中的境外主体的穿透情况未得到湖南财信、前海基金、中原前海、海峡基金的确认外，

部分交易对方及其出资人与其他交易主体或标的公司存在如下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1．交易对方锦江集团、正才控股与标的公司均系钭正刚先生实际控制企业，其中，

锦江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钭正刚先生，正才控股系锦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标的公司系锦

江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交易对方恒嘉控股的唯一股东尉雪凤女士系钭正刚先生配偶；交

易对方延德实业 90%股权的持有人钭白冰女士系钭正刚先生的女儿，延德实业 10%股权

的持有人尉雪凤女士系钭正刚先生的配偶；同时，根据锦江集团与杭州曼联签署的《一

致行动协议》，锦江集团与正才控股、恒嘉控股、延德实业、杭州曼联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交易对方杭州曼联的合伙人主要为标的公司及其关联方员工，其中，钭白冰女士

与钭正刚先生系父女关系；标的公司董事长张建阳先生、董事陈立根先生、童建中先生、

曹丽萍女士，监事陈江尧先生、方志军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刘建钢先生、王宝堂先生担

任杭州曼联的有限合伙人，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杨贤民先生担任杭州曼联的普通合伙

人。锦江集团董事长王元珞女士、董事张建阳先生，监事陈立根先生、陈江尧先生、曹

丽萍女士担任杭州曼联的有限合伙人。 

3．交易对方厦门象源控股股东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水利先生担任标

的公司董事。 

4．交易对方前海基金、洛阳前海、中原前海的基金管理人均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且洛阳前海的普通合伙人前海方舟（洛阳）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

中原前海的普通合伙人前海方舟(郑州)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及前海基金的普



 

63 

通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为深圳前海淮泽方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因此，前海基金、洛阳前海、中原前海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外，部分交易对方的出资人存在重叠，具体如下： 

1．东兴铝业的参股股东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同时系前海基金有限合伙人深

圳市中科鼎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间接出资人。 

2．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同时系湖南财信有限合伙人中青芯鑫致远（上海）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峡基金普通合伙人海峡汇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间接出资人。 

3．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时系湖南财信有限合伙人中青芯鑫致远（上

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洛阳前海有限合伙人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金

（有限合伙）、中原前海有限合伙人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间接出资人。 

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系前海基金有限合

伙人深圳市中科鼎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峡基金普通合伙人海峡汇富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间接出资人。 

5．上海爱司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时系洛阳前海普通合伙人前海方舟（洛

阳）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中原前海普通合伙人前海方舟（郑州）创业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人/间接出资人。 

（三）杭州曼联、湖南财信、新疆景乾、杭州景秉、海峡基金、浙江昆恒系专为本

次交易设立，前述主体就本次交易完成后最终出资人持有合伙企业份额/企业股权的锁

定作出了安排 

经核查，除杭州曼联、湖南财信、新疆景乾、杭州景秉、海峡基金、浙江昆恒仅持

有标的公司股权，无其他对外投资，系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外，杭州曼联、湖南财

信、新疆景乾、杭州景秉、海峡基金、浙江昆恒的非自然人出资人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或

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属于为本次交易设立的主体。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方不

属于专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企业，亦非以持有标的资产为目的。 

根据杭州曼联、湖南财信、新疆景乾、杭州景秉、海峡基金、浙江昆恒分别出具的

《承诺函》：“本企业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本企业合伙人/股东持有的本企业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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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份额/股权锁定期与本企业因本次交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保持一致。在本企业

因本次交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锁定期间，本企业合伙人/股东所持合伙份额/股权不得

转让/主动转让，亦不予办理转让手续。” 

问题三、预案显示，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预案未披露公司原实控人王达武及其

控制的关联人的股份锁定安排。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原实控人

王达武及其控制的关联人就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相应锁定期安排，及相应安排是

否符合相关规定。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意见如下： 

根据王达武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中男、陈晨、陈松扬、陆晓荷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签署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王达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其在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相应锁定期安排如下： 

“一、本人在本次重组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完成后至本次重组

完成后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以上所述的转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

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二、

本人将依法办理上述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手续，且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转让上述上市公

司股份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并依

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三、若本人所承诺的上述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

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以保

证相关股份锁定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属于本办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规定的交易情形的，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

以及在交易过程中从该等主体直接或间接受让该上市公司股份的特定对象应当公开承

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除收购人

及其关联人以外的特定对象应当公开承诺，其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上市公

司原实控人王达武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锁定期安排符合

前述规定。 

问题八、预案显示，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氧化铝、氢氧化铝、烧碱、金属镓等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氧化铝生产制造过程中涉及高温高压和高碱浓度的生产工艺。请公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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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标的公司生产工艺流程，披露生产过程中“三废”排放情况，并说明是否符合当地行

业主管部门的要求；（2）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现有项目、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是否涉及

“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罚及整改情况；（3）标的公司近 3 年

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并说明上述相关风险管理及控制措

施。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意见如下： 

一、结合标的公司生产工艺流程，披露生产过程中“三废”排放情况，并说明是否符

合当地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一）标的公司的生产工艺流程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及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曼铝业（三门峡）

有限公司上市环境保护核查报告》，标的公司氧化铝（包括氢氧化铝）、金属镓、电厂及

烧碱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1．氧化铝（包括氢氧化铝）生产工艺流程 

氧化铝生产的原料为铝土矿，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原料工序、溶出工序、沉降工序、

分解蒸发工序、焙烧工序。铝土矿经过原料工序制浆、溶出工序预脱硅、沉降工序制得

合格精液、分解蒸发工序制得氢氧化铝、焙烧制得氧化铝。 

氧化铝企业生产工序产生的主要污染包括原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和焙烧工序产生

的焙烧烟气。原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均经过布袋除尘器除尘后达标排放；焙烧炉烟气产

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颗粒物、SO2、NOx，经过除尘、脱硫脱硝后，废气通过排气筒达标

排放。 

2．金属镓生产工艺流程 

金属镓生产的原料为氧化铝公司分解过后经铝厂过滤盘过滤后的母液。生产工艺流

程主要包括原料准备工段、树脂吸附工段、饱和树脂水洗工段、解析工段、解析液后工

艺处理工段、电解工段和精制工段。氧化铝公司的母液在吸附塔对金属镓进行吸附，吸

附尾液输送至氧化铝公司用于生产氧化铝。以新鲜水洗涤树脂表面和孔道内残留的碱性

母液及其他杂质，为解析工序做准备。树脂水洗结束后进行酸解析，将吸附在树脂上的

镓脱附下来，溶入解析液当中。解析合格液经中和沉淀后产生含镓浆料，经除杂处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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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电解原液，进入电解槽。通过直流电来电解经前期处理过的合格电解液得到粗镓，经

精制工段进一步提纯得到成品镓。 

金属镓生产工序无废气产生，只有饱和树脂水洗工段产生的水洗废水，主要成分为

残留在树脂上的拜耳母液，该废液收集后输送至氧化铝厂生产废水处理站。 

3．电厂工艺流程 

电厂最主要的设备是锅炉、汽轮机和发电机。燃料在燃烧时加热水变成蒸汽，将燃

料化学能变成热能；蒸汽压力推动汽轮机转动，热能转换成机械能；然后汽轮机带动发

电机转动，将机械能转变成电能。 

上述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锅炉烟气，锅炉烟气分别经脱硝+除尘+脱硫后，最终经

烟囱高空排放。 

4．烧碱生产工艺流程 

采用离子膜法电解制碱，主要采用原盐为原料，经过化盐、一次盐水、二次盐水精

制后电解生产烧碱溶液，同时得到氯气和氢气；电解工段产生的氯气和氢气去石墨合成

炉合成得到氯化氢气体，经二级降膜吸收得到高纯盐酸；氯气经干燥后部分压缩成液氯

提供给周边化工企业，部分与氢气合成生成氯化氢，尾氯经烧碱溶液吸收生产副产品次

氯酸钠。 

生产工艺过程中主要污染包括两个，一个为氯氢合成工段的含氯化氢废气，另一处

为事故氯处理单元排放的含氯废气。氯氢合成工段采用三级降膜吸收塔+尾气吸收塔吸

收处理工艺，氯化氢气体经过三级降膜吸收塔被纯水吸收得到高纯盐酸，少量残余的氯

化氢气体再进入尾气吸收塔，与尾气吸收塔上方喷淋的纯水逆向接触反应，使尾气排放

满足要求。项目正常工况下淡盐水脱氯、电解和其它用氯单元的开停车及事故氯气、各

工段维修或不正常时排出的含氯废气都进入事故氯处理单元进行处理。项目产生的含氯

废气通过负压管道进入事故氯处理单元进行处理。含氯废气先从一级碱液吸收塔的底部

通入与喷淋下来的碱液逆向接触吸收，喷淋吸收产生的热量通过板换与外界循环水换热，

保证氯气正常吸收，未完全吸收的尾氯气从一级碱液吸收塔顶部出来通过管道进入二级

碱液吸收塔底部与喷淋下来的碱液再次逆向接触吸收，保证氯气被完全吸收，喷淋吸收

产生的热量通过板换与外界循环水换热。这样经过两级事故碱液吸收，使废气浓度满足

排放要求后，尾气通过钛风机负压抽吸经 40m 高的排气筒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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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三废”排放情况 

1．废气排放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及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曼铝业（三门峡）

有限公司上市环境保护核查报告》，兴安镓业、锦鑫稀材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大气污染物，

其他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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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三

门

峡

铝

业 

1#焙烧炉烟

囱 

SO2 
0.1266~ 

53.8781 

2.5991~ 

63.6375 

0.7711~ 

27.7103 

4.0825~ 

25.4193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NOx 
12.9050~ 

77.7137 

22.0629~ 

110.4213 

24.1364~ 

66.0454 

15.3623~ 

26.1805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1066-2015）；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颗粒物 
9.0931~ 

18.4167 

1.7786~ 

32.5706 

1.2179~ 

2.2327 

1.1404~ 

2.1059 

2018~2020 年：50； 

2021 年：1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氨 

未 用 氨

法脱硝，

不 需 检

测 

0.027~0.1

65（kg/

h） 

0~0.428

（kg/h） 
2.0562~3.5953 

2019~2020 年：35k

g/h； 

2021 年：8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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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2#焙烧炉烟

囱 

SO2 
1.5592~ 

136.2973 

15.6683~ 

194.9671 

12.5251~ 

42.4868 

5.0388~ 

27.2997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NOx 
8.0598~ 

173.0114 

23.9935~ 

152.1936 

24.53~ 

66.6514 

18.7204~ 

26.032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1066-2015）；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颗粒物 
1.7486~ 

14.6460 

2.3961~ 

26.4698 

1.1235~ 

2.6250 
1.4291~1.9277 

2018~2020 年：50； 

2021 年：1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氨 

未 用 氨

法脱硝，

不 需 检

测 

0.053~0.2

53（kg/

h） 

0.008~0.4

41（kg/

h） 

1.4937~4.2036 

2019~2020 年：35k

g/h； 

2021 年：8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3#焙烧炉烟

囱 
SO2 

55.9485~

157.8447 

16.3447~ 

166.9293 

8.9574~ 

38.6516 

6.2115~ 

30.4055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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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NOx 
44.7848~

185.2225 

23.1608~ 

175.1116 

22.9785~ 

66.8756 

22.9785~ 

30.3519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1066-2015）；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颗粒物 
3.436~ 

7.4019 

1.8309~ 

13.8298 

0.8427~ 

2.4939 
1.2515~2.3840 

2018~2020 年：50； 

2021 年：1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氨 

未 用 氨

法脱硝，

不 需 检

测 

0.066~0.1

88（kg/

h） 

0.006~0.3

37（kg/

h） 

0~4.0395 

2019~2020 年：35k

g/h； 

2021 年：8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4#焙烧炉烟

囱 

SO2 
0.0002~ 

174.1217 

17.144~ 

267.0711 

7.8408~ 

51.7422 

4.0868~ 

27.5714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NOx 
2.6665~ 

165.6364 

22.0491~ 

215.5417 

20.6238~ 

65.0011 

16.4876~ 

25.5942 

2018~2020 年：400； 

2021 年：100 

2018~2020 年：《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1066-2015）；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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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颗粒物 
4.3926~ 

13.5567 

6.9158~ 

27.9767 

1.4916~ 

2.4582 
1.5974~2.3319 

2018~2020 年：50； 

2021 年：10 

2018~2020 年：《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5-2010）；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氨 

未 用 氨

法脱硝，

不 需 检

测 

0.001~0.1

81（kg/

h） 

0.042~0.4

31（kg/

h） 

1.3697~3.4830 

2019~2020 年：35k

g/h； 

2021 年：8 

2021：《河南省地方标准 铝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1/1952—2020》 
是 

开

曼

能

源 

1#烟囱 

SO2 0.28-9.31 2.73-9.98 1.82-7.79 0.54-9.27 35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NOX 
43.29- 

60.99 

47.02- 

68.23 

50.59- 

72.43 
67.61-75.60 100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颗粒物 0.51-1.41 0.58-2.06 1.10-2.22 1.20-3.54 10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汞及其

化合物 

0.000069

~0.00008

2 

0.000009~

0.00672 

0.000038~

0.0002 

0.0000914~0.0

00198 
0.03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2#烟囱 SO2 
4.62- 

11.29 

5.59- 

12.52 
7.13-14.43 9.11-14.63 35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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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NOX 
44.81- 

57.94 

43.39- 

60.57 

47.03- 

66.66 
50.90-65.78 100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颗粒物 0.16-1.42 0.51-5.08 1.33-4.56 1.08-3.14 10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汞及其

化合物 

0.000055

~0.00007

5 

0.000009~

0.00449 

0.000131~

0.000193 

0.00005~0.000

132 
0.03 

《河南省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1424-2017 

是 

复

晟

铝

业 

热电站锅炉 

SO2 
1.62- 

49.62 

8.39- 

13.36 
4.65-19.45 8.53-15.41 

200（2018） 

35(2019-2021） 

2018 年：《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2019-2021：《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4/ 1703-2019） 

是 

NOx 
6.04- 

36.78 

22.28- 

33.43 

15.30- 

34.70 
23-28.43 

100（2018） 

50（2019-2021） 
是 

颗粒物 
1.14- 

12.25 
1.48-2.45 1.45-3.14 0.95-2.65 

30（2018） 

5（2019-2021） 
是 

汞及其

化合物 

0.0086- 

0.0102 

0.0111- 

0.014 

0.0027- 

0.0186 
0.00143-0.0029 0.03 是 

烟气黑

度 
<1 <1 <1 <1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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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焙烧炉烟气 

SO2 
9.61- 

55.96 

11.75- 

134.84 
1.07-63.58 0.34-1.82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NOx 0~130.1 
89.37~ 

338.46 

5.20~ 

58.19 
9.79~38.51 

无限值要求（2018-

2019） 

300（2020-2021） 

《排污许可证》 是 

颗粒物 
10.04- 

16.30 
5.08-15.03 2.04-17.50 1.47-4.31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优

英

镓

业 

配酸工序 硫酸雾 未投产 未投产 未投产 0.42-0.47 4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是 

兴

安

化

工 

1#焙烧炉烟

囱 

SO2 26~254 6~285 6.32~113 33.16~65.39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NOX 147~300 7~225 
1.21~ 

130.36 
11.99~61.49 — — 是 

颗粒物 4.8~28.8 2.93~49.8 1.7~6.1 0.89~3.43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2#焙烧炉烟

囱 
SO2 9~384 

ND~153.1

6 

1.98~31.3

7 
15.21~58.45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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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NOX 197 ND~162 
4.95~ 

48.82 
8.56~44.39 — — 是 

颗粒物 
4.02~ 

40.3 
1.4~32.8 1.84~2.48 1.7~2.9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3#焙烧炉烟

囱 

SO2 14~354 6~393 
1.73~ 

115.58 
11.23~42.57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NOX 170 91~300 
4.74~ 

159.12 
12.98~61.7 — — 是 

颗粒物 
4.35~ 

37.6 
6.25~46.4 1.07~10.3 1.62~3.47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4#焙烧炉烟

囱 

SO2 14~369 4~277 
3.82~ 

66.69 
5.44~20.24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NOX 159 8~298 5~150.63 9.99~66.07 — — 是 

颗粒物 
4.99~44.

8 
1.3~43.2 0.63~24.6 1.9~3.94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5-2

010） 
是 

燃煤锅炉 
汞及其

化合物 

0.0055~

0.0069 

0.0157~0.

0355 

ND~ 

0.0079 
ND~0.0104 0.03 

2018 年：《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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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SO2 
5.86~ 

14.96 

7.13~ 

12.66 

5.85~ 

15.78 
12.8~19.17 

200（2018） 

35(2019-2021） 

2019-2021：《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14/ 1703-2019） 
是 

NOX 
13.97~ 

26.16 

22.89~ 

27.98 

19.42~ 

30.55 
22.86~28.58 

100（2018） 

50（2019-2021） 
是 

颗粒物 
1.48~ 

2.49 
0.43~2.35 1.28~2.58 1.11~2.31 

30（2018） 

5（2019-2021） 
是 

烟气黑

度 
<1 <1 <1 <1 1 是 

锦

鑫

化

工 

焙烧炉 

SO2 0-179.67 0-117.8 0-158.26 0.06-132.3 4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5—20

10》 
是 

NOx 0-117.48 
0.18- 

137.28 
0.5-247.56 0.17-290.69 — — 是 

颗粒物 0-35.94 
15.36- 

29.32 
5.61-20.27 10.11-20.56 5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465—20

10》 
是 

锦

盛

化

工 

锅炉烟气排

放口 1# 

SO2 0-309.16 0-145.66 0-276.44 0-212 40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

3-2011） 

是 

NOx 0-92.28 0-83.45 0-61.61 0-81.53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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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颗粒物 2.04-29.2 6.94-19.92 0.06-17.87 0.03-16.58 30 是 

烟气黑

度 
<1 <1 <1 <1 1（级） 是 

汞及其

化合物 
未检出 

0.000267~

0.000397 

0.000015~

0.00049 

0.0000122~0.0

0094 
0.03 是 

锅炉烟气排

放口 2# 

SO2 0-271.8 0-282.63 0-170.74 0-284.12 400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

3-2011） 

是 

NOx 0-93.27 0-89.86 0-64.78 0-96.1 100 是 

颗粒物 0-20.69 0-24.56 0-19.74 0-16.65 30 是 

烟气黑

度 

备 用 锅

炉，停用

状态，无

需检测 

<1 

备 用 锅

炉，停用

状态，无

需检测 

备用锅炉，停

用状态，无需

检测 

1（级） 是 

汞及其

化合物 

备 用 锅

炉，停用

状态，无

需检测 

0.000472-

0.000522 

备 用 锅

炉，停用

状态，无

需检测 

备用锅炉，停

用状态，无需

检测 

0.0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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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名

称 

主要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情况 

（mg/m³） 
排放限值

（mg/m³） 
排放标准 

是否符

合当地

行业主

管部门

的要求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8 月 

事故氯处理

系统废气处

理后排放口 

氯气 — 0.5-0.6 0.25-0.4 未检出 6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是 

石墨合成炉

废气处理后

排放口 

氯化氢 — <0.9-14.6 1.7-4.3 1.3 10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是 

2．废水排放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及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上市环境保护核查报告》，三

门峡铝业、兴安化工、复晟铝业、锦鑫化工、开曼能源、兴安镓业、优英镓业、锦鑫稀材产生的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不

外排。锦盛化工产生的生产废水经收集后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的三级标准后排入田东化工园区污水处理厂进行进一步处理，锦盛化工废水排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污染源 核查年度 污染物 

浓度（mg/L） 

执行标准 

是否符合当

地行业主管

部门的要求 监测值 标准值 

锦盛化工 
企业总

排口 

2018 年 
pH 6.8-7.2 6-9 

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1 限值和表 4 三级限值要求 

是 
化学需氧量 0-74.8 500 

2019 年 

pH 7-7.4 6-9 

是 五日生化需氧量 10.3-16.8 300 

化学需氧量 34-5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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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污染源 核查年度 污染物 

浓度（mg/L） 

执行标准 

是否符合当

地行业主管

部门的要求 监测值 标准值 

悬浮物 32-54 400 

氨氮 0.891-3.39 — 

总磷 0.14-0.37 — 

石油类 0-0.26 20 

2020 年 

pH 7.0-7.5 6-9 

是 

五日生化需氧量 4.9-29.8 300 

化学需氧量 35-54 500 

悬浮物 63-84 400 

氨氮 0.107-7.01 — 

总磷 0.12-0.60 — 

石油类 0.09 20 

2021 年 1-

8 月 

pH 值 6.8-7.4 6-9 

是 

总汞 0.000716-0.00108 0.05 

氨氮 0.25-5.46 — 

化学需氧量 51-64 500 

总磷 0.02-0.26 — 

总镉 未检出 0.1 

总砷 0.0006-0.00326 0.5 

总铅 未检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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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废排放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说明及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开曼铝业（三门峡）

有限公司上市环境保护核查报告》，截至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书出具日，三门峡铝业及其

下属公司固废排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废物名称 废物性质 处置方式及去向 

三门峡铝业 

赤泥 一般固废 赤泥库堆存 

炉渣 一般固废 开曼能源 

飞灰 一般固废 开曼能源 

硫磺 一般固废 临湘市熙和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废矿物油、空油桶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新乡市龙博环保废物处理中心处置 

废油漆桶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河南亿得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开曼能源 

锅炉渣 一般固废 委托三门峡大昌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处置 

粉煤灰 一般固废 
委托三门峡玉芳矿产品有限公司、郑州诚聚合商贸

有限公司处置 

脱硫石膏 一般固废 委托三门峡大昌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处置 

废钒钛催化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安徽思凯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复晟铝业 

消化渣、结巴渣 一般固废 赤泥堆场贮存 

热电站锅炉收尘灰 一般固废 外售给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热电站锅炉炉渣 一般固废 外售给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热电站脱硫石膏 一般固废 外售给河南锦荣水泥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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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废物名称 废物性质 处置方式及去向 

煤气站收尘灰 一般固废 送往电厂锅炉再次燃烧 

煤气站发生炉炉渣 一般固废 送往电厂锅炉再次燃烧 

煤气站脱硫膏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

公司）处置 

废机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

公司）处置 

煤气站脱硫废液 一般固废 回收后用于锅炉燃料 

赤泥 一般固废 送赤泥堆场堆存 

优英镓业 

压滤渣 一般固废 回用于氧化铝生产，不外排 

碳酸钙 一般固废 运往复晟铝业赤泥堆场堆存 

换效树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汇丰屹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兴安化工 

赤泥 一般固废 赤泥库堆存 

脱硫石膏 一般固废 赤泥库堆存 

炉渣 一般固废 赤泥库铺路 

粉煤灰 一般固废 赤泥库筑坝 

煤焦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山西恒大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废矿物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科嘉达能源有限公司处置 

废油桶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中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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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废物名称 废物性质 处置方式及去向 

兴安镓业 

包装废料 一般固废 同生活垃圾统一集中处置 

废弃螯合树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山西中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锦鑫化工 

赤泥 一般固废 赤泥库堆存 

煤渣 一般固废 运至锦盛化工热电站处理 

粉煤灰 一般固废 运至锦盛化工热电站处理 

消化石灰渣 一般固废 铺路、赤泥库堆存 

污泥 一般固废 赤泥库堆存 

废润滑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广西盛祥延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置 

煤焦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广西宏兴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梧州市

科丽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锦鑫稀材 

废弃树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兴业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隆

安海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滤渣 一般固废 经滤饼泵返回锦鑫化工循环利用 

锦盛化工 

盐泥 一般固废 暂存于盐泥间，定期外售 

废润滑油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废油漆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废离子膜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废螯合树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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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废物名称 废物性质 处置方式及去向 

实验室废液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污水处理污泥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贵港台泥东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废脱硝催化剂 危险废物 委托有资质的陕西万里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三）标的公司“三废”排放符合当地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根据上表，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废气、废水排放情况及一般固废处理符合国家

及地方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固废中的危险废物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予以处置。同时，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发布的《关于公布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

（工信厅节函〔2019〕196 号）、2020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公布第五批绿色制造

名单的通知》（工信厅节函〔2020〕246 号），三门峡铝业、兴安化工、复晟铝业已列入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工厂名单；锦鑫化工已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

绿色工厂名单。根据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第一批

A 级企业现场抽查复核结果的复函》，复晟铝业获评超低排放 A 级绩效企业。另根据标

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在地相关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确认除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

已披露的环保行政处罚外，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未受到其他环保行政处罚，相关公司

项目建设及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三废”排放符合当地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二、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的现有项目、在建项目及拟建项目是否涉及“高耗能、高排

放”产业，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罚及整改情况 

（一）标的公司无拟建项目，现有项目、在建项目不属于违规建设的“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 

1．所有项目均已取得立项、环评的相关审批和/或备案手续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资料，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现有项目、在建项目及拟建

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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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现有项目 在建项目 拟建项目 

1.  三门峡铝业 

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无 

年产 11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无 

2.  兴安化工 

年产 2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无 

改扩建 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无 

3.  复晟铝业 年产 8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无 

4.  锦鑫化工 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年产 120 万吨氧化铝项目 无 

5.  锦盛化工 

年产 20 万吨离子膜烧碱项目 无 无 

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烧碱扩建项
目 

无 无 

6.  开曼能源 集中供热热源站项目 无 无 

7.  兴安镓业 
年产 50 吨金属镓资源综合利用
建设项目 

无 无 

8.  锦鑫稀材 年产 60 吨金属镓项目 无 无 

9.  优英镓业 年回收 80 吨金属镓项目 无 无 

10.  新途稀材 无 
赤泥稀有金属再回收利用
项目 

无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现有项目、在建项目已取得如下项目核准/备案、环评批复：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审批部门 

已建项目 

1.  三门峡铝业 

年产 10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关于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独资兴建 1000Kt/a 氧化
铝一期 300Kt/a 工程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 

豫外经贸资
[2003]51 号 

河南省对
外贸易经
济合作厅 

关于同意开曼铝业（三门峡）
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 

豫商资管[20

04]126 号 

河南省商
务厅 

关于英国开曼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独资兴建 1000Kt/a 氧化

豫商资管[20 河南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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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审批部门 

铝三期 400Kt/a 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04]127 号 务厅 

环评 

关于<外商独资英国开曼 100

0Kt/a 氧化铝厂一期 300Kt/a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豫环监[2003]

162 号 

河南省环
境保护局 

关于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
公司 100 万 t/a 氧化铝厂二、
三期 70 万 t/a 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豫环监[2004]

109 号 

河南省环
境保护局 

环评
验收 

关于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
公司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项
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豫环保验[20

07]40 号 

河南省环
境保护局 

2.  

年产 11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
认书 

豫三市集制
造[2015]0856

8 

三门峡产
业集聚区
管理委员
会经济发
展服务局 

环评 

关于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
公司 110 万 t/a 氧化铝扩建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环审[2014]24

5 号 

环境保护
部 

环评
验收 

关于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
公司 110 万 t/a 氧化铝扩建工
程竣工环保验收的批复 

三环审[2016]

103 号 

三门峡市
环境保护
局 

3.  

兴安化工 

年产 20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关于兴安化工技术升级改建
年产 200 万吨砂状氧化铝项
目备案的通知 

孝经信发[20

15]53 号 

孝义市经
济和信息
化局 

环评 
关于兴安化工技术升级改建
年产 200 万吨砂状氧化铝项
目环保备案的函 

吕环函[2016]

132 号 

吕梁市生
态环境局 环评

验收 

4.  

改扩建 100

万吨氧化铝
项目 

立项 
改扩建 100 万吨/年砂状氧化
铝项目备案证 

孝发改备案
[2016]113 号 

孝义市发
展和改革
局 

环评 

关于兴安化工改扩建 100 万
吨/年砂状氧化铝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 

吕环行审[20

17]34 号 

吕梁市环
境保护局 

环评
验收 

关于兴安化工改扩建 100 万
吨/年砂状氧化铝项目（噪声、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

孝环函[2018]

246 号 

孝义市环
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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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审批部门 

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5.  复晟铝业 

年产 8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关于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武圣年产 80 万吨氧化
铝项目核准的批复 

发改产业[20

13]1641 号 

国家发改
委 

环评 

关于郑煤集团武圣 80 万吨/

年氧化铝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 

环审[2011]24

7 号 

环境保护
部 

环评
验收 

关于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
80 万 t/a 氧化铝项目固体废
物和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施工
环境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运环函[2018]

212 号 

运城市环
境保护局 

6.  锦鑫化工 

年产 10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
案证明 

2017-451022-

32-03-030419 

田东县经
济局 

环评 

关于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技
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桂环审[2017]

281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 

环评
验收 

关于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100 万吨氧化铝技
术改造项目建设项目（噪声、
固体废物部分）竣工环境保
护申请的批复 

桂环审[2018]

218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 

7.  

锦盛化工 

年产 20 万
吨离子膜烧
碱项目 

立项 

关于同意广西田东锦盛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离子膜
烧碱及配套 20 万吨聚氯乙烯
树脂项目备案的函 

桂经重工[20

07]1151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经
济委员会 

环评 

关于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20 万 t/a 离子膜烧
碱、配套 20 万 t/a 聚氯乙烯
树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桂环管字[20

07]445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
境保护局 

环评
验收 

关于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20 万吨/年烧碱、配
套 20 万吨/年聚氯乙烯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批
复 

桂环验[2012]

9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
境保护局 

8.  

年产 30 万
吨离子膜烧
碱扩建项目 

立项 

关于同意广西田东锦盛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
烧碱扩建项目备案的通知 

东经贸[2015]

17 号 

田东县经
济贸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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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审批部门 

环评 

关于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烧碱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百环管字[20

16]15 号 

百色市环
境保护局 

环评
验收 

关于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烧碱
扩建项目（一期）噪声污染防
治设施现场检查情况的函 

百环验字[20

19]6 号 

百色市生
态环境局 

关于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30 万吨离子膜烧碱
扩建（二期）项目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的批复 

百环验字[20

20]29 号 

百色市生
态环境局 

9.  开曼能源 
集中供热热
源站项目 

立项 

关于三门峡市及陕县城区集
中供热热源站项目的核准批
复 

三发改城市
[2010]472 号 

三峡市发
展和改革
委员会 

环评 

关于三门峡市及陕县城区集
中供热热源站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审批意见 

三环[2010]26

0 号 

三门峡市
环境保护
局 

环评
验收 

三门峡市及陕县城区集中供
热热源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三环验[2012]

01 号 

三门峡市
环境保护
局 

10.  兴安镓业 

年产 50 吨
金属镓资源
综合利用建
设项目 

立项 

关于孝义市兴安镓业有限公
司年产 50 吨金属镓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备案的通知 

孝发改字[20

11]36 号 

孝义市发
展和改革
局 

环评 

关于孝义市兴安镓业有限公
司年产 50 吨金属镓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吕环行审[20

11]88 号 

吕梁市环
境保护局 

环评
验收 

关于孝义市兴安镓业有限公
司年产 50 吨金属镓资源综合
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意见 

孝环函[2013]

142 号 

孝义市环
境保护局 

11.  锦鑫稀材 
年产 60 吨
金属镓项目 

立项 
准予锦鑫稀材年产 60 吨金属
镓项目备案的通知 

东发改登字
[2014]87 号 

田东县发
展和改革
局 

环评 

关于锦鑫稀材年产 60 吨金属
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 

百环管字[20

14]81 号 

百色市环
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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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文件
类型 

文件名称 文号 审批部门 

环评
验收 

关于锦鑫稀材年产 60 吨金属
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
请的批复 

百环验字[20

15]16 号 

百色市环
境保护局 

12.  优英镓业 

年回收 8 0

吨金属镓项
目 

立项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平发改备案
[2018]83 号 

平陆县发
展和改革
局 

环评 

关于平陆优英镓业有限公司
年回收 80 吨金属镓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平环发[2019]

35 号 

运城市生
态环境局
平陆分局 

环评
验收 

— — 自主验收 

在建项目 

13.  锦鑫化工 

年产 120 万
吨氧化铝项
目 

立项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
案证明 

2017-451022-

32-03-028480 

田东县发
展和改革
局 

环评 

关于广西田东锦鑫化工有限
公司年产 120 万吨氧化铝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桂环审[2018]

8 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 

环评
验收 

— 未到阶段 未到阶段 

14.  新途稀材 

赤泥稀有金
属再回收利
用项目 

立项 
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明 

2017-411251-

04-05-452182 

三门峡市
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
发展改革
局 

环评 — 未到阶段 未到阶段 

环评
验收 

— 未到阶段 未到阶段 

2．项目所在地主管部门的确认意见 

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主要从事氧化铝、氢氧化铝、烧碱、金属镓等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三门峡铝业所属行

业为“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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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三门峡铝业属于第 C32 大类“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第 321 类“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下第 3216 小类“铝冶炼”。 

根据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

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45 号），“两高”项目暂按煤电、石化、化

工、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建材等六个行业类别统计。 

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出具的《关于开曼铝业（三门峡）

有限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经核对党中央、国务院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要

求，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现有氧化铝产能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效水平较

高，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项目，不属于违规建设的‘两高’项目”。 

根据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锦鑫化

工现有氧化铝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效水平较高，已按规定履行现阶段必需的审批、

核准、备案等程序。截止目前，上述公司已建、在建的氧化铝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

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属于违规建设的‘两高’项目”。 

根据孝义市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兴安化工相关

项目均已按规定履行现阶段必需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不存在被关停的情况，亦

不存在被关停的风险。目前，上述公司已建项目不属于淘汰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公司未被列入禁止建设的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名录”。 

根据平陆县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复晟铝业不属于高耗能、高

排放企业，该公司已按规定履行现阶段必需的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主要能源资源

消耗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不存在被关停的情况，亦不存在被关停的风险。该

公司从事的氧化铝及相关业务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综上，标的公司无拟建项目，现有项目、在建项目不属于违规建设的“高耗能、高

排放”项目。 

（二）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罚及整改情况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缴纳凭证、整改报告，以及三门峡市

生态环境局、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分局、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孝义分局出具的《证明》，

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环保主管部门官网，三门峡铝业及其下

属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罚及整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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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罚单位 处罚机关 处罚原因 处罚措施 处罚时间 整改情况 

1.  三门峡铝业 
陕 州 区 环
境保护局 

排放污染烟尘有
3 次数据超标 

责 令 改 正
并 处 罚 款
20 万元 

2019.8.8 

已缴纳罚款，并加大环保管理力
度，现已达标排放。同时，三门峡
市生态环境局第二分局于 2020年
10 月 28 日出具《证明》，确认该
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三门峡铝业已按时缴纳罚款，并
已整改完毕。除前述行政处罚外，
三门峡铝业未受到该局的其他行
政处罚。 

2.  三门峡铝业 

三 门 峡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铝矾土密闭场未
开工建设，物料
露天存放，未采
取有效防尘措施
等 

责 令 改 正
并处罚款 3

万元 

2019.8.12 

已缴纳罚款，完成了气膜铝矾土
密闭堆场的建设，物料存放在密
闭的气膜大棚内。同时，三门峡市
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出
具《证明》，确认该等违法行为均
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三门峡铝
业已按时缴纳罚款，并已整改完
毕。除前述行政处罚外，三门峡铝
业未受到该局的其他行政处罚。 

3.  三门峡铝业 

三 门 峡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原料临时堆场物
流露天堆放，未
采取有效的防尘
措施等原因 

责 令 改 正
并处罚款 8

万元 

2019.11.26 

4.  兴安化工 
孝 义 市 环
境保护局 

未按国家规定填
写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和将危险废
物提供或者委托
给无经营许可证
的单位从事经营
活动 

责 令 改 正
并 处 罚 款
10 万元 

2018.9.12 

已缴纳罚款，并明确临时存放点
所有焦油渣全部合法包装、处置。
同时，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孝义分
局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出具《证
明》，确认兴安化工从 2018 年至
今无重大环境污染违法行为。 

综上，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罚均已进行整改，并已取得相关主管部门开具的合

规证明。 

三、标的公司近 3 年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行政处罚及整改情况，并说明上

述相关风险管理及控制措施 

（一）标的公司近 3 年未发生因安全生产事故被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说明，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三门峡铝业及其下属公司相关应急管理部门官网，三门峡铝业

及其下属公司近 3 年未发生因安全生产事故被应急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风险管理及控制措施 

1．加强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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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铝业设置了“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三门峡铝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管理，

安全生产委员会的组长由总经理担任，同时设置了安环部，负责具体的安全与环保工作。 

（1）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全面负责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明确三门峡铝业高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和从

业人员职责，确保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2）安环部的工作职责 

负责公司安全生产、消防、职业卫生、交通安全等工作；负责消防器材、安全防护

器材的计划、配置、维护及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公司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并持续完善等。 

2．完善制度设置 

三门峡铝业通过制度设置加强内部管理，相关制度构成及管理内容如下： 

制度名称 制度构成/管理内容 

《安全生产责任制》 
规定安全生产委员会的组成、主要工作职责，以及公
司主要负责人安全环保生产职责 

《应急管理制度》 
保证在公司发生紧急情况时各工序部门能够从容应
对，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及影响 

《安全“三同时”制度》 
强化公司安全生产，使安全设施能够及时有效地投入
使用 

《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生产场所、设备设施
的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对具有较大危险、危害因素场所安全设备、设施
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发生，确保公司生产工作安全
进行 

《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 
减少重大危险源发生事故的频率，并将事故损失降到
最少，使公司对重大危险源的管理优时效性 

《放射源管理制度汇编》 
规定放射源辐射防护符合国家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 

《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 

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确保在生产过程中安全
使用危险化学品，避免爆炸、中毒、烫伤、烧伤、环
境污染等事故的发生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加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管理，防
止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身健康，维护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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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名称 制度构成/管理内容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规范公司的安全生产会议，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的
落实，及时总结安全生产中的教训、查漏补缺，保证
沟通渠道通畅 

《安全生产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规范公司安全生产文件和档案管理工作 

《安全环保教育培训管理制度》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提升职
工安全、环保、健康意识和规范安全教育流程，增强
职工的安全知识和安全防护能力 

《安全生产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建立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秩序，
及时发现与消除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因素，保护员工在
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保护企业财产不受损失 

《安全、环保、消防、职业卫生奖惩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及时奖优罚劣，促进
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操作等方面的隐患，避免
各类事故的发生，保护职工的安全健康，促进安全管
理的全面提升 

《安全环保事故管理考核制度》 
规范公司各类事故的管理，明确事故分类、分级、报
告、调查、处理和考核等管理 

《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 
强化公司对承包商的安全管理，防范施工中安全事故
的发生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预防和控制生产、经营活动中潜在的火灾隐患与火灾
事故，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公司财产不受损失 

《职业健康管理制度》 
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改善劳动者的作业环境，
保障劳动者的健康，防止发生职业病 

《工作票管理制度》 

在生产现场进行检修、安装、清理、维护等作业时，
为能保证有安全的工作条件和设备的安全运行，防止
发生事故，保障员工和设备安全 

《环保管理及考核制度》 
杜绝环境污染和扰民，促进节能减排，提高环境质量，
保障公司的生产作业正常运转 

《个人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制度》 
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
防或减轻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加强安全生产费用
管理，保障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 

《工伤保险管理制度》 

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
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
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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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名称 制度构成/管理内容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规范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预防人身事故和设备
事故的发生，确保实现安全生产 

《设备检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规定公司设备检修前的安全要求、检修作业中的安全
要求及检修结束后的安全要求 

3．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三门峡铝业高度重视日常安全生产工作，积极组织内部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开展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日常学习与培训，全面增强员工的安全生产法律意识和技能，培育重

视安全生产的企业文化，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4．确保安全生产设施正常运行，保障安全运行 

三门峡铝业确保安全生产设施正常运行，保障安全运行。三门峡铝业配置了安全生

产设施，相关安全生产设施运行正常、有效，可满足现有生产需求。未来，三门峡铝业

将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继续投入资金以保障安全生产，确保不发生安全生

产事故。 

问题九、预案显示，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部分土地、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请公司

补充披露：（1）未获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及房产的具体情况，包括面积、账面原值、账面

价值、实际用途、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2）评估上述瑕疵对标的公司生

产经营的重要程度，并说明是否符合《重组办法》要求。请律师、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意见如下： 

一、未获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及房产的具体情况，包括面积、账面原值、账面价值、

实际用途、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 

根据三门峡铝业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法律核查意见

书出具日，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土地权属证明的土地面积为 3,195,476.54 平方

米，未取得权属证明的土地面积为 11,353.65 平方米，未取得权属证明的土地面积占所

有土地面积的比例为 0.35%，占比较低；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

建筑面积为 691,131.82 平方米，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8,702.56 平方米，未

取得权属证明的房产建筑面积占所有房产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1.24%，占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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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获得权属证书的土地情况 

标的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土地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拟解决方案如下： 

序
号 

使用权人 面积（㎡）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实际用途 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 

1.  三门峡铝业 4,021.33 - - 
压滤车间、车间
办公用房 

三门峡铝业未取得该等土地权属证书的
原因：正在向当地政府申请取得该宗土
地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办理该宗土地变
更为出让性质建设用地的手续。 

根据三门峡铝业的确认，三门峡铝业正
在持续与主管政府部门沟通，争取尽快
办理完成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及出让手
续，并取得土地权属证书。同时三门峡
市陕州区自然资源局已出具《证明》，确
认三门峡铝业项目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相关土地正在办理农用地转建
设用地及出让手续，该局将大力协调支
持三门峡铝业完善相关手续的办理。该
局确认相关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不会对三门峡铝业进行处罚。 

2.  兴安化工 4,539.57 - - 

压滤厂房、车间
办公用房及宿
舍 

兴安化工未取得该等土地权属证书的原
因：正在向当地政府申请取得该宗土地
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办理该宗土地变更
为出让性质建设用地的手续。 

根据兴安化工的确认，兴安化工正在持
续与主管政府部门沟通，争取尽快办理
完成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及出让手续，并
取得土地权属证书。同时孝义市自然资
源局已出具《证明》，确认兴安化工项目
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土地
正在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及出让手
续，该局将大力协调支持兴安化工完善
相关手续的办理。该局确认相关情形不
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对兴安化
工进行处罚。 

3.  复晟铝业 1,557.50 - - 
压滤车间、车间
办公用房 

复晟铝业未取得该等土地权属证书的原
因：复晟铝业已取得山西省人民政府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下发的《关于平陆县
二〇二一年第三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
（晋政地字[2021]363 号），正在办理该
等土地的出让手续，预计将于近期取得
土地权属证书。 

根据复晟铝业的确认，复晟铝业正在持
续与主管政府部门沟通，争取尽快办理
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土地权属证书。
同时平陆县自然资源局已出具《证明》，
确认复晟铝业项目用地正在办理用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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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使用权人 面积（㎡）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实际用途 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 

续及不动产证。该局将大力协调支持复
晟铝业完善相关手续的办理。 

4.  锦鑫化工 1,235.25 - - 压滤车间、厨房 

锦鑫化工未取得该等土地权属证书的原
因：正在向当地政府申请取得该宗土地
的建设用地指标，以办理该宗土地变更
为出让性质建设用地的手续。 

根据锦鑫化工的确认，锦鑫化工正在持
续与主管政府部门沟通，争取尽快办理
完成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及出让手续，并
取得土地权属证书。同时田东县自然资
源局已出具《证明》，确认锦鑫化工项目
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土地
正在办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和出让
手续。相关情形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不对锦鑫化工进行处罚。 

合计 11,353.65 - - - - 

注：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均未确认为账面资产，因此无账面原值和账面价值。 

（二）未获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情况 

标的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房产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拟解决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使用权人 
面积
（㎡）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实际用途 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 

1.  三门峡铝业 4,143.36 1,444.42 1,037.68 

车间办公
用房、废
水间、氨
区、循环
水泵房、
综合用房
及中控房 

三门峡铝业未取得该等房产权属证书
的原因：车间办公用房用地暂未取得权
属证书，因此该等房产暂无法办理不动
产权证。废水间、氨区、循环水泵房、
综合用房及中控房已取得土地权属证
书，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 

根据三门峡铝业的确认，三门峡铝业争
取尽快办理相关土地证及房产的权属
证书。同时，三门峡市陕州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已出具《证明》，确认三门峡
铝业车间办公用房建设符合规划，三门
峡铝业该房产建设行为不属于重大违
法行为，未受到该局的行政处罚，在三
门峡铝业办理上述相关权属证书手续
过程中，该局将大力协调支持完善相关
手续办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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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使用权人 
面积
（㎡）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实际用途 未取得产权证的原因及拟解决方案 

2.  兴安化工 795.57 148.10 90.34 

车间办公
用房及宿
舍 

兴安化工未取得该等房产权属证书的
原因：项目用地暂未取得权属证书，因
此该等房产暂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 

根据兴安化工的确认，兴安化工争取在
取得土地证后，尽快办理该等房产的权
属证书。同时，孝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已出具《证明》，确认兴安化工该等
房产建设符合规划。兴安化工该等房产
建设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未受到
该局的行政处罚，在兴安化工办理上述
相关权属证书手续过程中，该局将大力
协调支持完善相关手续办理的工作。 

3.  复晟铝业 638.40 133.86 94.36 
车间办公
用房 

复晟铝业未取得该等房产权属证书的
原因：项目用地暂未取得权属证书，因
此该等房产暂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 

根据复晟铝业的确认，复晟铝业争取在
取得土地证后，尽快办理该等房产的权
属证书。同时，平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已出具《证明》，确认复晟铝业
未因该等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而受到
行政处罚。 

4.  锦盛化工 1,517.00 363.60 360.79 新主控楼 

锦盛化工未取得该等房产权属证书的
原因：已取得项目用地的土地证，目前
正在办理房产证。 

根据锦盛化工的确认，锦盛化工争取尽
快办理该房产的权属证书。同时，田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出具《证明》，
确认锦盛化工自 2018 年至今未受到该
局的行政处罚。 

5.  优英镓业 1,608.23 557.24 519.14 

办 公 用
房、电解
厂房、仓
库 

优英镓业未取得该等房产权属证书的
原因：由于该等房产系在复晟铝业的土
地上建设，故优英镓业暂无法办理该等
房产的不动产权证。 

根据优英镓业、复晟铝业的确认，优英
镓业拟将该等房产出售予复晟铝业，并
由复晟铝业办理该等房产的不动产权
证，复晟铝业已取得该等房产的土地
证，争取尽快办理该等房产的权属证
书。同时，平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局已出具《证明》，确认优英镓业未因
该等房产暂未取得权属证书而受到行
政处罚。 

合计 8,702.56 2,647.22 2,102.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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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上述瑕疵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程度，并说明是否符合《重组办法》

要求 

（一）上述瑕疵不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涉及的账面价值为 2,102.31 万元，占

标的公司净资产的比重较低。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和房产主要

涉及压滤车间及办公用房、宿舍、废水间、厨房、仓库等。上述土地和房产主要为辅助

性生产用地或厂房，不涉及氧化铝生产中的主要环节，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重要性较低。

同时，该等土地、房产一直由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使用，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权属争议，

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正在积极办理该等土地及房产的权属证书，部分当地政府部门已

出具证明予以协调支持。因此，上述情况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同时，就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部分土地、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书事宜，三门峡铝

业控股股东出具了相关承诺：“1.如三门峡铝业或其下属公司因部分土地房产未取得相关

权证/证照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以任何形式的处罚或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

无条件为三门峡铝业或其下属公司承担因前述受处罚或承担法律责任而导致、遭受、承

担的任何损失、损害、索赔、成本和费用；2.如违反上述承诺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三门峡铝业及其子公司部分土地、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书事

宜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要求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

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

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充分说明并披露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

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本次交易的标的

资产为三门峡铝业 100%股权。根据三门峡铝业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及其全体

股东分别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三门峡铝业为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三门峡铝业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冻

结等可能限制或禁止交易的情形。三门峡铝业全体股东转让三门峡铝业的股权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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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权属明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实

质性法律障碍，且标的资产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符合《重组办法》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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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达合金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中有关问题之专项法律核查意见》的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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