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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2-037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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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

“盛达资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甘肃盛达集

团有限公司 
是 

2,336,000 1.08% 0.34% 2020 年 4 月 29 日 2022 年 7 月 12 日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分行 7,000,000 3.24% 1.01% 2020 年 7 月 14 日 2022 年 7 月 12 日 

合计 9,336,000 4.32% 1.35% —— —— ——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甘肃

盛达

集团

有限

公司 

是 

7,800,000 3.61% 1.13% 否 否 
2022 年 7

月 15 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 

自身生

产经营 

9,336,000 4.32% 1.35% 否 否 
2022 年 7

月 15 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甘肃

省分行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17,136,000 7.94% 2.48% - - - - - - 

注：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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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甘肃盛达

集团有限

公司 

215,939,596 31.30% 194,649,000 211,785,000 98.08% 30.69% 211,785,000 100.00% 3,680,140 88.58% 

赵满堂 36,189,200 5.25% 35,370,000 35,370,000 97.74% 5.13% 35,370,000 100.00% 0 0.00% 

三河华冠

资源技术

有限公司 

28,585,723 4.14%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赵庆 19,270,650 2.79% 19,200,000 19,200,000 99.63% 2.78% 19,200,000 100.00% 0 0.00% 

王小荣 863,400 0.13%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300,848,569 43.60% 249,219,000 266,355,000 88.53% 38.60% 266,355,000 100.00% 3,680,140 10.67% 

注：上述“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系首发后限售股数量，不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

累计为 25,2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38%，占公司总股本的 3.65%，

对应融资余额为 14,20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1,6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3.83%，占公司总股本的 6.03%，对应

的融资余额为 24,600.00 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

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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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 8 号之 1 号盛达金融大

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及批发零售（不含特定品种）；黄金、白银的零售；

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批

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动产和不动产租赁业务；信息技术服务、文

化创意服务；商务辅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 1998 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医院、

酒店文旅、大型商场、金融资管、酒类文化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

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2,199,771.29 2,213,933.50 

负债总额 992,966.87 1,007,407.10 

营业收入 107,781.75 624,941.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3.19 60,00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66.67 292,553.87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45.14% 45.50% 

流动比率 1.39 1.33 

速动比率 0.96 0.94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8 0.20 

2、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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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 45 号 

法定代表人：马江河 

注册资本：1,559 万美元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

开发后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

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9,003.54 9,012.04 

负债总额 923.69 925.75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1.178 -49.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53 57.69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0.26% 10.27% 

流动比率 0.09 0.09 

速动比率 0.09 0.09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1 0.00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522,131.84 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

债务金额为 156,700 万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 343,031.84 万元。

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三河华冠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549.11 万元，未来半年

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均为 0.00 万元。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

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

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其主营业务 

赵满堂 男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盛达

资源实际控制人 
盛达集团：主营矿

业开发、文旅等； 

盛达资源：主营有

色金属矿的采选、

销售。 

赵庆 男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盛达集团副总裁、盛达资源

董事、副董事长 

王小荣 男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无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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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的相关内容。 

2、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516.699.86 532.128.48 

负债总额 199,398.58 217,451.86 

营业收入 23,131.75 163,801.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15.09 42,16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35.34 82.666.95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38.59% 40.86% 

流动比率 1.07 1.04 

速动比率 0.94 0.9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6 0.23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等因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用于自身生产经营，盛达

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

金。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

经营需要，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

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

分的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

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3、最近一年又一期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包含其控制的企业）

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关联交易等事项均已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

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赵满堂先生为公司部分银行借款提

供了信用保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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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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