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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1-063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承诺事项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四川金都矿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满堂或其控制的其他关联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基于拟认购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做出了“自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

实施完毕期间，本公司/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的承诺。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调整为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询价发行。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将前述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为“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

至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

减持，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

及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明确，在上

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续履行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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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披露了《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摘要（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摘要修订稿”）。经事后复核，需对预案修订

稿和预案摘要修订稿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案修订稿的更正内容 

1、对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九、本次交易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

诺”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包括实

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赵庆） 

关于本次资

产重组期间

股份减持计

划的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承诺函自签

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关于本次重

组期间股份

减持计划的

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

持，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

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更正后：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包括实

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赵庆） 

关于本次资

产重组期间

股份减持计

划的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承诺函自签

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注：公司董事赵庆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

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能生效。赵庆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续履行

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关于本次重

组期间股份

减持计划的

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

持，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

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注：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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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行动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

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续履行自公司本

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2、对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预案公告之日起至

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更正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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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

事赵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事赵庆）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

续履行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3、对预案修订稿“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之“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

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之“（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

股份减持计划”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更正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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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

事赵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事赵庆）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

续履行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二、预案摘要修订稿的更正内容 

1、对预案摘要修订稿“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九、本次交易相关方作

出的重要承诺”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包括实

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赵庆） 

关于本次资

产重组期间

股份减持计

划的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承诺函自签

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关于本次重

组期间股份

减持计划的

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

持，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

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更正后：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包括实

际控制人之一

致行动人赵庆） 

关于本次资

产重组期间

股份减持计

划的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承诺函自签

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

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

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注：公司董事赵庆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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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能生效。赵庆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续履行

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 

关于本次重

组期间股份

减持计划的

承诺函 

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

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

持，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

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注：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

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续履行自公司本

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2、对预案摘要修订稿“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预案公

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更正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

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本次重组复牌之日起至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期间，如本公司/本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或市场变化而进行减持，本公司/本

人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的规定及要求，并及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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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赵庆）

已出具《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函》：“自上市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本人无任何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

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

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根据相关规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

事赵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股份减持计划的承诺变更，需在符合相关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生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公司董事赵庆）明确，在上述条件达成前，其仍将继

续履行自公司本次交易复牌之日起至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期间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三、其他说明 

上述更正不会影响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正常

进行。更正后的《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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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摘要（修订稿）（更新后）》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在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对于上述更正事项给广

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

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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