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宁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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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之
《中介机构核查要求记录表》
的财务顾问专项核查意见

二〇二二年四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作为南宁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贵会出具
的《中介机构核查要求记录表》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锡集团）前期将矿业权等资
产注入广西华锡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时，是否依法履行内部决
策程序、关联股东是否均已回避表决，是否存在损害华锡集团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况。
回复：
（一）华锡集团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七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普通
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第七十三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
议通过：（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
清算；（三）本章程的修改；（四）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五）法律、行政法
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
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董事会决定
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华锡集团前期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如下：
1、2020 年 1 月 14 日，华锡集团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以超过三分之二同意票数（5 票同意，2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
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2、2020 年 1 月 17 日华锡集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了《划转人员分流安置方案》等议案，按照“人随业务及资产走”的原则，由华锡
矿业承接拟划转业务涉及到的相关人员。

3、2020 年 2 月 28 日华锡集团召开了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以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
议案》（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98%）。
综上，前期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时，华锡集团已按照《公司章程》
等规定将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方案提交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通过，且同
意票数均超过三分之二，符合《公司章程》中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规则相关
规定，本次资产注入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二）关联股东是否均已回避表决
华锡集团前期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时，标的资产为华锡集团全资子
公司，本次资产注入属于母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注入资产，根据华锡集团《公司章
程》相关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
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本次资产注入不属于可能导致华锡集团利益对外转移的关联交易范畴，因此无需
股东回避表决。
（三）是否存在损害华锡集团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华锡集团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是在华锡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
不会导致华锡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或股东权益减少，不会损害华锡集团及股东
的利益，也不存在损害华锡集团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前期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时华锡集团内部决策文件、华锡集
团公司章程等，财务顾问认为，前期将矿业权等资产注入标的资产时，华锡集团
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该交易事项无需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且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二、标的资产估值作价的合理性，本次交易由标的资产子公司就相关采矿
权出具储量核实报告的原因及合理性，评估机构对此履行的复核程序及其充分
性、有效性；折现率、收入预测等相关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回复：
（一）本次交易由标的资产子公司就相关采矿权出具储量核实报告的原因
及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机构依据标的资产全资子公司广西二一五地质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一五公司”）编写出具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厂矿
田巴力-龙头山矿区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
大厂矿田铜坑矿区锌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分别
对高峰矿及铜坑矿价值进行了评估，具体原因如下：
1、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的决定》（国发〔2015〕58 号）》规定：“矿产资源储量核实，申请人可按要
求自行编制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由二一五公司出具储量
核实报告符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未违
反相关规定。
2、二一五公司长期从事高峰矿、铜坑矿的储量核实及地质勘探工作，高峰
矿、铜坑矿历史上多次储量核实均由其编写出具相关报告，华锡集团从未聘请其
他第三方出具《储量核实报告》，评估机构依据的《储量核实报告》由二一五公
司出具是华锡集团地质勘探工作的客观历史延续，本次交易聘请外部中介机构进
行储量核实工作量较大且不具备必要性，且《储量核实报告》已经独立的第三方
广西矿业协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通过，铜坑矿储量核
实报告已完成备案，高峰矿储量核实报告正在备案中，其所编制的专业报告具有
可靠性。
3、二一五公司具备出具《储量核实报告》的专业能力。在《国务院关于第
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

号）》发布前，二一五公司取得了《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固体矿产勘查：甲级），
具有丰富的地质勘探经验。二一五公司前身215队成立于1954年，自成立起即在
大厂矿田进行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探工作，拥有丰富的地质勘查经验，先后发现了
铜坑91、92号矿体，拉么锡锌铜矿，巴里深部94～96号矿体，亢马锡多金属矿等
多个大型矿山，以及世界罕见的巴力-龙头山矿区100号矿体、105号矿体，为我
国锡矿资源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二一五公司曾被地质矿产部、人事部、国家
计划委员会、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地质勘查功勋单位”荣誉称号，并多次获得中
国有色金属协会地质找矿成果奖。
4、市场上大型国有矿业集团多数下设地质勘探子公司，通常情况下该些企
业内部矿山的地质勘探工作和储量核实报告编制均由内部地质勘探单位完成，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例中矿业权评估所依据的地质储量报告编制单位为关联方的
案例如下：
公司代码

评估报告名称

储量核实报告编制单位

600489 中金黄金

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乌努 中国黄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中国黄
格吐山铜钼矿采矿权
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600489 中金黄金

广西凤山天承黄金矿业有限责任 广西黄金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
公司金牙金矿采矿权
司下属公司）

600547 山东黄金

山东省莱州市新立村金矿勘探探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山
矿权
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600547 山东黄金

山东省莱州市新城矿区外围及深 山东黄金地质矿产勘查有限公司（山
部金矿勘探探矿权
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综上所述，二一五公司具备丰富的地质勘查经验，且长期从事高峰矿及铜坑
矿勘查工作，较其他外部中介机构更加清晰掌握矿山资源储量情况，且其所编制
的储量核实报告已经独立第三方评审通过，具有可靠性，由其出具储量核实报告
具备合理性。
（二）评估机构对此履行的复核程序及其充分性、有效性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之<中介机构核查要求记录
表>的专项核查意见》，评估机构履行的复核程序具体如下：

1、评估机构履行的复核程序
①查阅报告编制单位的资质和基本情况，判断编制单位是否具备胜任能力；
②查阅评审意见书和备案文件，关注评审结果和专家意见；
③查阅附图、附表、附件，核实报告要件是否齐全，判断报告编制是否符合
现行的规范要求。
2、评估机构复核结论
（1）《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厂矿田巴力-龙头山矿区锡多金属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报告中有关勘查工作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各矿体勘查类型和相
应的工程间距确定基本合理，矿体控制程度基本达到相应要求，资源储量估算采
用工业指标经生产实际论证基本合理，1 号矿体呈似层状，产状较缓，采用水平
投影地质块段法，对 105 号矿体，根据分段的矿体特征采用水平断面法或垂直剖
面法估算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正确，参数的确定、矿体的连接、块段类型划
分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信，报告内容及图表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规定：矿业评估师应根据矿
业权评估目的及相关应用指南，判断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与经济行为的适应性，判
断所收集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是否应经评审或评审备案，谨慎引用未经评审或评
审备案（认定）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
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不再对探矿权保留、变更矿种，
探矿权和采矿权延续、转让、出让，划定矿区范围，查明、占用储量登记，矿山
闭坑，以及上市融资等环节由政府部门直接进行评审备案。”为进一步确保报告
的准确性，高峰公司聘请了广西矿业协会对报告进行了评审，并通过了专家评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高峰公司已将该储量核实报告递交至自然资源部评审
备案，根据自然资源部初步评审意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预计经自然资源
部评审后的该储量核实报告无本质修改，对本次评估结果无较大影响。
综上，评估机构认为该项《储量核实报告》可以作为本次采矿权评估依据。
（2）《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大厂矿田铜坑矿区锌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报告中有关勘查工作质量基本符合规范要求，各矿体勘查类型和相应的工程间距

确定基本合理，矿体控制程度基本达到相应要求，资源储量估算采用工业指标经
生产实际论证基本合理，根据矿体特征，细脉带矿体采用水平断面法，91 号矿
体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92 号矿体采用垂直平行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估
算方法选择正确，参数的确定、矿体的连接、块段类型划分基本合理，资源储量
估算结果可信，报告内容及图表符合有关规范要求。该报告已通过广西壮族自治
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备案。
综上，上述《储量核实报告》基本如实反映了矿区勘查程度及矿区矿产资源
状况，其中对工业指标的确定、矿体的圈定原则、特高品位处理，以及资源储量
估算方法的选择，基本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钨、锡、汞、锑》(DZ/T0201-2020)
和《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铜、铅、锌、银、镍、钼》(DZ/T0214-2020)的要求，且
编制单位具有相应的勘查资质，因此，评估机构认为《储量核实报告》可以作为
本次采矿权评估依据。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评估机构对利用的专业报告做了充分、有效的核查，
已履行的复核程序充分、有效。
（三）折现率、收入预测等相关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经核查，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相关评估参数的选取依据
如下：
1、折现率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采取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资产基础法
矿业权评估使用了折现率进行估值计算；收益法在对标的资产整体现金流折现过
程中使用了折现率进行估值计算，两种评估方法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1）资产基础法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机构对矿业权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
估值，折现现金流量法中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矿业权名称
铜坑矿采矿权
（生产）

折现率
8.14%

选取依据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3.14%、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为 0.6%、
行业风险报酬率为 2.0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为 1.40 %，个

别风险调整系数取 1%，采用风险累加法估算
8.44%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3. 14%、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为 0.9%、
行业风险报酬率为 2.0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为 1.4 %，个别
风险调整系数取 1.0%，采用风险累加法估算

8.14%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3.14%、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为 0.6%、
行业风险报酬率为 2.0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为 1.40 %，个
别风险调整系数取 1%，采用风险累加法估算

广西南丹县大厂
矿田铜坑矿深部
锌多金属矿勘探
探矿权（在建）

高峰公司锡矿
采矿权（生产）

上述矿业权折现现金流量法中折现率选取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30800-2008）》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及《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402-2016)》（征求意见稿），无风险利率通常可以用
国债的到期收益率表示，本次评估选择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即
rf＝3.14%。风险报酬率包括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
经营风险报酬率、其他个别风险等，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取
值要求如下表：
风险报酬率分类

取值范围（%）

备注

勘查开发阶段
普查

2.00~3.00

已达普查

详查

1.15~2.00

已达详查

勘探及建设

0.35~1.15

已达勘探及拟建、在建项目

生产

0.15~0.65

生产矿山及改扩建矿山

行业风险

1.00~2.00

根据矿种取值

财务经营风险

1.00~1.50

其他个别风险

0.5-2.0

主要考虑除财务、经营风险
外的其他非系统性风险，比
如，矿山地理位置、企业规
模、成立时间长短、管理控
制、人力资源、偶发因素等

依据上表，评估机构取值的风险报酬率均在《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规定的取值范围内。
可比上市公司矿业权折现现金流量法中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公司代码

评估报告名称或矿权名称

折现率取值

601069

阿克陶百源丰矿业有限公司新疆阿克陶县奥尔托喀
讷什锰矿采矿权

8.40%

601069

阿克陶百源丰矿业有限公司新疆阿克陶县奥尔托喀
讷什三区锰矿采矿权

8.40%

601069

阿克陶百源丰矿业有限公司新疆阿克陶县托吾恰克
东区锰矿采矿权

8.50%

000737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铜矿峪矿采矿权

8.13%
8.36%

平均值

可比案例中矿业权折现率平均值为 8.36%，本次评估矿业权评估折现率取值
与可比交易案例相比差异较小，取值水平相近，取值较为谨慎和合理，符合评估
准则的相关规范要求。
（2）收益法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中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折现率

华锡矿业

10.33%

高峰公司

9.63%

二一五公司

11.84%

设计院

11.84%

1）折现率模型的选取
评估机构折现率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r  rd  wd  re  we
式中：
Wd：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wd 

We：评估对象的股权资本比率；

D
( E  D)

we 

E
( E  D)

re：股权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股权资本成本；
re = rf + βe×（rm - rf） +ε
式中：
rf：无风险报酬率；
rm：市场预期报酬率；
ε：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e：评估对象股权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e   t  (1  (1  t ) 

D
)
E

βu：可比公司的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u 

t
1  (1  t)

Di
Ei

βt：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t  34% K  66% x
式中：
K：一定时期股票市场的平均风险值，通常假设K=1；
βx：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x 

Cov( R X ; RP )

式中：

P

Cov( R X , RP ) :一定时期内样本股票的收益率和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协
方差；
σp：一定时期内股票市场组合收益率的方差。
D、E：分别为可比公司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2）折现率的确定
①无风险利率rf的确定
根据《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12号——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的测算》
（中评协〔2020〕38号）的要求，无风险利率通常可以用国债的到期收益率表示，
选择国债时应当考虑其剩余到期年限与企业现金流时间期限的匹配性，则评估机
构本次评估选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利率，即rf＝3.14%。
②市场风险溢价的确定
市场风险溢价是指投资者对与整体市场平均风险相同的股权投资所要求的
预期超额收益，即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风险补偿。市场风险溢价通常可以利用市场
的历史风险溢价数据进行测算。本次评估评估机构以中国A股市场指数的长期平
均收益率作为市场期望报酬率rm，将市场期望报酬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作
为市场风险溢价。
根据《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12号—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的测算》
（中
评协〔2020〕38号）的要求，利用中国的证券市场指数计算市场风险溢价时，通
常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数，例如沪深300指数、上海证券综合指数等，计算指数一
段历史时间内的超额收益率，时间跨度可以选择10年以上、数据频率可以选择周
数据或者月数据、计算方法可以采取算术平均或者几何平均。评估机构根据中联
资产评估集团研究院对于中国A股市场的跟踪研究，并结合上述指引的规定，评
估过程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上证综指作为标的指数，分别以周、月为数据频率采用
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并年化至年收益率，并分别计算其算术平均值、几何平均值、
调和平均值，经综合分析后确定市场期望报酬率，即rm =10.64%。
③资本结构的确定

企业属有色金属采选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处于成熟期，其近年资本
结构较为稳定，由于企业管理层所做出的盈利预测是基于其自身融资能力、保持
资本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做出的，本次评估评估机构选择企业于评估基准日的自身
稳定资本结构对未来年度折现率进行测算，计算资本结构时，股权、债权价值均
基于其市场价值（评估值）而不是账面值进行估算。
④贝塔系数的确定
以申万行业沪深上市公司股票为基础，考虑企业与可比公司在业务类型、企
业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行业竞争力、企业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可比性，选择
适当的可比公司，经查询WIND资讯金融终端，以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进
行测算，计算周期为评估基准日前250周，得到可比公司股票预期无财务杠杆风
险系数的估计βu，按照企业自身资本结构进行计算，得到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
险系数βe。
⑤特性风险系数的确定
在确定折现率时需考虑评估对象与上市公司在公司规模、企业发展阶段、核
心竞争力、对大客户和关键供应商的依赖、企业融资能力及融资成本、盈利预测
的稳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确定特定风险系数。在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对企业
与可比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特性风险系数。
⑥债权期望报酬率rd的确定
债权期望报酬率是企业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本次评估评估机构采用的资本
结构是企业自身的资本结构，遵循债权成本与资本结构匹配的原则，以企业债权
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确定债权期望报酬率，经计算，企业债权加权资本成本，与
市场利率水平不存在较大偏差。
⑧折现率WACC的计算
将以上得到的各参数，标的资产主要公司得到折现率如下表：
项目

华锡矿业

高峰公司

所有者权益价值（评估值，单位：万元）

239,722.90

364,932.79

付息债务价值（评估值，单位：万元）

210,083.87

61,690.00

449,806.77

426,622.79

权益比 We

0.5329

0.8554

债务比 Wd（ （付息债务/（付息债务+股权评估值）

0.4671

0.1446

债权期望报酬率 rd

0.0437

0.0431

无风险利率 rf

0.0314

0.0314

市场期望报酬率 rm

0.1064

0.1064

适用税率

0.1500

0.1500

无风险杠杆βu

0.8394

0.8394

权益β

1.4647

0.9600

特性风险系数

0.0200

0.0030

权益成本 re

0.1613

0.1064

债务成本（税后）rd

0.0371

0.0366

WACC

0.1033

0.0963

折现率

0.1033

0.0963

企业价值（评估值，单位：万元）

可比上市公司使用收益法折现率选取情况如下：
公司代码

评估报告名称

折现率取值

601069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阿克
陶百源丰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8.50%~8.70%

601069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新疆
蒙新天霸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

8.90%~9.10%

601069

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阿克
陶科邦锰业制造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10.10% ~10.2
0%

00073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北方
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9.17%

平均值

9.23%

可比案例中收益法评估折现率平均值为 9.23%。本次评估评估机构选取的从
事矿山采选业务的华锡矿业、高峰公司折现率分别为 10.33%、9.63%，折现率取
值与可比交易案例相比差异较小，取值水平相近，取值较为谨慎和合理，符合评
估准则的相关规范要求。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折现率参
数取值合理。

2、标的公司主要生产单位收入预测情况
1）高峰公司
评估机构对高峰公司收入预测计算公式如下：
主营业务年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数量×销售单价
评估机构收入预测主要参数如下：
①产品销售数量
销售数量以可采储量为依据，根据矿山实际生产能力和生产指标计算产量，
以产销平衡为预测基础，产品产量即为最终的销量。计算公式如下：
产品销售数量=年处理矿石量×地质平均品位×（1－矿石贫化率）×选矿回收
率。参数取值如下：
2019年

2020年

预测期

31.95

31.52

33.00

证载生产规模为33万吨/年

锡

1.40%

1.49%

1.46%

《储量核实报告》

地质平均

锑

2.32%

2.31%

1.81%

《储量核实报告》

品位

铅

2.71%

2.70%

2.07%

《储量核实报告》

锌

10.83%

10.59%

7.85%

《储量核实报告》

7.35%

7.38%

7.34%

2018年-2020年3年平均贫化率

锡

72.35%

75.00%

74.03 %

2016年-2020年5年平均回收率

选矿回收

锑

85.53%

85.12%

85.17%

2016年-2020年5年平均回收率

率

铅

85.53%

86.96%

86.46%

2016年-2020年5年平均回收率

锌

85.17%

86.09%

85.12 %

2016年-2020年5年平均回收率

锡精矿

2,859.57

3,125.07

3,305.08

铅锑精矿

13,110.84

12,995.99

10,186.47

锌精矿

27,372.88

27,211.07

参数
年处理矿石量（万吨）

矿石贫化率

产量（金
属吨）

评估师取值依据

20,431.90

精矿产品产量受年开采矿石量（年处理矿石量）、地质品位、贫化率、回收
率等因素综合影响。相比历史期，预测期在年处理矿石量、贫化率、选矿回收率
等指标上变化不大，但是在锑、铅、锌的地质品位上有所下降。金属矿的品位分
布并非是连续或者平均的，不同矿体之间的品位差异较大。评估机构采用的品位
为依据储量报告计算的剩余保有储量的平均品位，2019 年、2020 年开采的矿段
品位高于储量报告平均品位。以上原因导致预测期铅锑精矿和锌精矿的产量有所
下降，依据充分、客观合理。因标的资产精矿产品通常在产出当月或次月完成对

外销售，因此评估机构以产销平衡为预测基础，产品产量即为最终的销量。评估
机构产品销售数量预测选取的参数均来源于高峰公司历史产出平均数据或《储量
核实报告》，相关参数的选取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且具备合理性。
②产品销售价格
评估机构选取 2018 年-2020 年上海有色网公布的各类金属产品平均价格作为
基价，按照高峰公司各类产品的计价方法调整后确定各类产品的评估价格：
类型
锡精矿

铅锑精矿

锌精矿

高峰公司产品销售计价方式

评估师计价公式

上海有色金属网 1#锡锭报价的均价上海有色网（广西区域）锡精矿加
工费-品位增减-杂质扣款

上海有色金属网 1#锡锭报价的 2018
年-2020 年均价-上海有色网（广西区
域）锡精矿 2018 年-2020 年平均加工
费-品位增减-杂质扣款

以上海有色金属网现货均价*计价
系数

以上海有色金属网现货 2018 年-2020
年均价*计价系数

上海有色网 1#锌锭均价-广西区加工 上海有色网 1#锌锭 2018 年-2020 年
费-（上海有色网 1#锌锭均价-15000） 均价-2018 年-2020 年广西区平均加
*20%-品位增减-杂质增减
工 费 - （ 上 海 有 色 网 1# 锌 锭 均 价
-15000）*20%-品位增减-杂质增减

评估机构预测产品销售价格时选取三个均价进行备选，评估基准日前十年上
海有色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五年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三年上海有色
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经对比，因三年均价相对平稳，相对最为均衡，较为合理
和谨慎，故本次评估销售价格取三年均价。上述参数的选取符合《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且具备合理性。
2）华锡矿业
评估机构对华锡矿业收入预测计算公式如下：
主营业务年销售收入=产品销售数量×产品销售价格
评估机构收入预测主要参数如下：
①产品销售数量

销售数量以目前在开采的铜坑矿原生矿保有的矿产资源为依据，根据矿山实
际生产能力和生产指标计算产量，以产销平衡为预测基础，产品产量即为最终的
销量。计算公式如下：
产品销售数量=年处理矿石量×地质平均品位×（1－矿石贫化率）×选矿回收
率。主要参数选取如下表：
2019年

2020年

预测期

145.11

159.21

150

实际生产能力和生产指标计算
产量

锡

0.44%

0.40%

0.46%

《储量核实报告》

铅锑

0.28%

0.32%

0.33%

《储量核实报告》

锌

1.71%

1.62%

2.28 %

《储量核实报告》

8.99%

9.00%

9.17%

2017年-2020年4年平均贫化率

锡

74.25%

73.53%

72.72 %

2017年-2020年4年平均回收率

铅锑

56.41%

57.16%

57.48%

2017年-2020年4年平均回收率

锌

70.21%

70.89%

70.52 %

2017年-2020年4年平均回收率

锡精矿

4,862.60

4,837.46

4,557.40

铅锑精矿

2,137.24

2,922.14

2,584.12

锌精矿

17,501.47

18,538.09

21,904.68

参数
年处理矿石量（万吨）
地质平
均品位

矿石贫化率
选矿回
收率
产量（金
属吨）

评估师取值依据

精矿产品产量受年开采矿石量（年处理矿石量）、地质品位、贫化率、回收
率等因素综合影响。相比历史期，预测期在年处理矿石量、贫化率、选矿回收率
等指标上变化不大，但是在锑、铅、锌的地质品位上均有所变动。金属矿的品位
分布并非是连续或者平均的，不同矿体之间的品位差异较大。评估机构采用的品
位为依据储量报告计算的剩余保有储量的平均品位，2019 年、2020 年开采的矿
段品位与储量报告的平均品位有差异。从而导致预测期产量与历史期有一定的差
异，依据充分、客观合理。因标的资产精矿产品通常在产出当月或次月完成对外
销售，因此评估机构以产销平衡为预测基础，产品产量即为最终的销量。评估机
构产品销售数量预测选取的参数均来源于华锡矿业历史产出平均数据或《储量核
实报告》，相关参数的选取符合《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且具备合理性。
②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产品价格的确定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
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并充分考虑和合理处理历史上大的价格波动。由于

金属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因此选取 2018 年-2020 年上海有色网各类金属产品平均
价格作为基价计算，按照各类产品的计价方法调整后的各类产品价格计算公式如
下表：
类型
锡精矿

铅锑精矿

锌精矿

华锡矿业产品销售计价方式

评估师计价公式

上海有色金属网 1#锡锭报价的均价
-上海有色网（广西区域）锡精矿加
工费-品位增减-杂质扣款

上海有色金属网 1#锡锭报价的 2018
年-2020 年均价-上海有色网（广西区
域）锡精矿 2018 年-2020 年平均加工
费-品位增减-杂质扣款

以上海有色金属网现货均价*计价
系数

以上海有色金属网现货 2018 年-2020
年均价*计价系数

上海有色网 1#锌锭均价-广西区加
工费-（上海有色网 1#锌锭均价
-15000）*20%-品位增减-杂质增减

上海有色网 1#锌锭 2018 年-2020 年均
价-2018 年-2020 年广西区平均加工费
-（上海有色网 1#锌锭均价-15000）
*20%-品位增减-杂质增减

评估机构预测产品销售价格时选取三个均价进行备选，评估基准日前十年上
海有色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五年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三年上海有色
金属网公布平均价格，经对比，因三年均价相对平稳，相对最为均衡，较为合理
和谨慎，故本次评估销售价格取三年均价。上述参数的选取符合《矿业权评估参
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且具备合理性。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机构出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之<中介机构核查要求记
录表>的专项核查意见》及华锡集团出具的说明、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编号：中联评报字［2021］第 2000 号），财务顾问认
为，二一五公司具备丰富的地质勘探经验，且长期从事高峰矿及铜坑矿勘探工作，
较其他外部中介机构更加清晰掌握矿山资源储量情况，由其出具储量核实报告具
备合理性；评估机构对利用的专业报告做了充分、有效的核查，已履行的复核程
序充分、有效；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折现率、收入预测等相关评估参
数的选取依据充分、合理。

三、华锡集团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等规定的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
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司：（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二）收
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 年
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规定情形；（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
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一）华锡集团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
法权益得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方案经华锡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且交易作价以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
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的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得情况。
（二）华锡集团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
务的情形
根据华锡集团提供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华锡集团
母公司（个别报表口径）的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金额

短期借款

130,183.56

应付账款

2,304.22

预收账款

3,191.58

应付职工薪酬

3,261.69

应交税费

774.91

其他应付款

376,506.21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674.80

长期借款

20,896.46

长期应付款

1,549.49

递延收益

16,258.24
152.26

递延所得税负债

583,753.42

合计

华锡集团母公司数额较大的债务主要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及其他应付款。
1、短期、长期借款到期偿还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锡集团母公司短期借款合计 130,183.56 万元，
长期借款 20,896.46 万元，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674.80 万元，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华锡集团母公司已及时清偿上述借款已到期的部分，报告期初（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华锡集团母公司未出现短期借款、长期借
款到期未清偿的情况。
2、其他应付款到期偿还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锡集团母公司其他应付款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其他应付款

应付对方名称
北部湾集团
其他

金额

备注

369,221.18

流动性借款

7,285.03

华锡集团母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应付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部湾集团”）的流动性借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该项借款
到期日为 2022 年 7 月 29 日，参照华锡集团历史续借惯例，通常情况下到期仍可
续借，后续华锡集团依据自身现金流情况进行偿还，不存在到期未偿还的情况。
综上，华锡集团不存在负有到期未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
的情形。
（三）华锡集团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亦不
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根据华锡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及信用报告，以及在国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 、 信 用 中 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 http://www.csrc.gov.cn/ ） 、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http://www.szse.cn/）、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中国证监
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s://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等网
站的查询结果，华锡集团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亦
不存在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华锡集团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
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五）财务顾问核查结论
根据华锡集团 2021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个别报表口径）及相关借款合
同、信用报告、华锡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等文件，经核查，
财务顾问认为，华锡集团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等规定的不得
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