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2-063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管材车间厂房及设

备资产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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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东方”）

签署《管材车间厂房及设备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转让协议》”），

向中色东方购买房屋建筑物及部分设备用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投项目“钽铌板带材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制品项目”）建

设和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2、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44,211,700 元，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本次

交易标的转让价格以评估价为依据，总额为 44,211,700 元。 

3、2022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控股股东签署<管材车间厂房及设备资产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已回避表决。 

4、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为公司 2018 年资产置换中置出的部分资产，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反向交易性质的关联交易。 

5、上述拟购置资产主要用于本次募投项目中制品项目的生产用房及生产线

技术改造，公司拟先以自有资金购买，待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6、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7、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8、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对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统一信用代码：91640000750811320W 

法定代表人：李春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元整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不

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材料技

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进出口业

务等。 

2、关联方历史沿革、主要业务、近年发展状况 

中色东方原名冶金部 905 厂，1965 年因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从北京有

色金属研究院搬迁至宁夏。1972 年，更名为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宁夏有色金属

研究所。1999 年 4 月，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以钽、铌、铍合金部分经营性净资产

出资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其它 4 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2003 年 1 月 30 日，在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的基

础上新组建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 26 日，中国有色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重组宁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占出资额的 60%，宁夏自治

区国资委占 40%，中色东方正式成立。 

中色东方主要业务为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 



 

 

3、2021 年末母公司财务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0,095.45 万元，净资产-59,363.90 万元，营业总收入 54,826.68 万

元，净利润-912.53 万元。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色东方持有本公司 45.80%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中色东

方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关联交易方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色东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履约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购买的资产 

1、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拟购买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为宁夏中色金航钛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航

钛业”）的管材车间，总建筑面积为 27,737.48 平方米，房产证号为石房权证大

武口区字第 D201103783 号。管材车间建成于 2011 年，由主厂房和偏跨组成，主

厂房为钢结构，偏跨为钢混结构。管材车间已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截至本公

告日，拟购买的房屋建筑物类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拟购买的设备类资产为管材车间的机器设备，主要有钢管挤压机、冷轧管机、

矫直机、数控深孔钻镗床、变压器、暖风机组、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等。截至本

公告日，拟购买的设备类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2、拟购买资产的账面值及评估价值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一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

物类 
7,026.56 4,046.24 8,859.22 3,751.00 

二 固定资产-设备类 8,156.71 2,278.79 9,106.72 670.17 

 
减：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0.00 2,595.28 0.00 0.00 

合计 15,183.27 3,729.75 17,965.94 4,421.16 

3、出让方获得标的资产的情况 

标的资产原为公司钛材分公司（以下简称“钛材分公司”）的资产，其中管

材车间厂房对应的“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 D201103783 号”《房屋所有权证》

证载房屋所有权人为公司。2018 年公司与中色东方进行资产置换，根据双方约

定，公司以钛材分公司的资产出资设立金航钛业，并将金航钛业的股权转让给中

色东方。2020 年，金航钛业与中色东方签署《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将标的

资产无偿划转给中色东方。因历史原因，一直未办理管材车间厂房的产权变更登

记。中色东方承诺其是标的资产的实际权利所有人，有权将标的资产转让给东方

钽业。 

中色东方承诺因前述资产置换未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而可能需要补缴的

税费由中色东方、公司双方和/或金航钛业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规

定各自承担，其他因前述资产置换、无偿划转未办理不动产权变更登记而存在的

相关法律风险均由中色东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遭受主管机关

行政处罚的风险。 

4、管材车间厂房占用土地情况 

管材车间大部分厂房所占用的土地为中色东方名下土地，小部分厂房所占土

地为金航钛业名下土地和空地。管材车间占地所涉及的中色东方和金航钛业两宗

土地均为出让性质的工业用地，均已办理产权证。本次拟购置的房屋建筑物类资

产不包含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对于已办理产权证的土地，公司已就其购置与中

色东方及金航钛业签署《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待相关土地使用权完成评估等事

项后，由公司一并购入；对于空地，公司正在与政府协商，拟按照国家规定的招

拍挂流程取得有关土地。 



 

 

中色东方承诺其将尽快并促使其子公司金航钛业尽快将相关土地使用权转

让给公司，并承担因土地使用权与地上房屋建筑物未同步转让而可能存在的全部

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遭受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风险，并保

证公司能够合法使用并享有相关房产的全部权益。 

5、进行反向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合理性 

（1）前次资产置出的背景及目的 

2017 年，公司巨额亏损。2018 年，为剥离亏损资产，改善公司经营状况，

集中各种资源发展钽铌业务，公司将钛材分公司、光伏材料分公司、研磨材料分

公司、能源材料分公司以及公司位于大武口区工业园区的相关公辅设施等相关资

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中色东方所持有的西材院 28%的股权（以

下简称“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由中色东方以现金方式补

足。 

（2）本次购买资产的必要性 

公司现有制品生产线厂房陆续建成于上世纪 90 年代至 2012 年间，厂房总面

积 11,492 平方米，为不同时期零星建造，建筑物类型、结构各异，在布局上相互

独立，没有按工艺流程布局，致使物料转序出入各厂房频繁，降低生产效率，且

在转料时室外环境会对产品表面质量产生一定影响。而本次拟向中色东方购买的

管材车间为多跨宽体厂房，建筑面积约 27,737.48 平方米，厂房内部基础设施配

套齐全，层高符合压力加工设备安装要求。在该厂房内实施生产布局，可充分按

照工艺流程布局，实现精益工业物流。而且购置厂房内部水电气基础设施配套齐

全，面积充裕，还可为以后扩能扩产预留空间，彻底解决现有生产线设备布局不

合理、生产物流不畅、作业环境不满足工艺要求等问题。此外，与新建厂房相比，

直接购置在时间上和成本上均具备显著优势。 

本次购置的机器设备均为制品项目生产所需的设备，该等设备维护较好，可

以长期正常使用。该等设备的原值 8,156.71 万元，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直接购

买新设备的支出将更高，而本次只需花费 670.17 万元，对公司更经济。 

（3）本次交易评估作价合理性 



 

 

2018 年置出时，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通评报字

[2018]12145《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拟转让部分资产和负债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管材车间的评估价值为 4,854.93 万元，设备评估价值为 1,561.41

万元，交易作价以评估价为依据，总额为 6,416.34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中通评报字

[2022]32167《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管材车间房屋建筑物和机器

设备资产评估报告》，拟购置的管材车间的评估价值为 3,751.00 万元，拟购置的

设备评估价值为 670.17 万元，最终作价为 4,421.17 万元。 

以上作价均以公司聘请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

结果为作价依据，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6、拟购买资产的评估结论及分析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公司此次拟购买的

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管材车间房

屋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32167号），评估对房屋

建筑物类资产、设备类资产均采用成本法，结论如下： 

（1）评估结论 

于评估基准日2022年3月31日，中色东方拟转让管材车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为3,729.75万元，评估价值为4,421.17万元(人民币大写：肆仟肆佰贰拾壹万壹仟

柒佰元整，精确至佰位)，评估增值691.42万元，增值率18.54%。评估结果如下表

所示，详细评估结果请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3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 3,321.37 3,751.00 429.63 12.94% 

2 固定资产—设备类 408.38 670.17 261.79 64.10% 

资产总计 3,729.75  4,421.17  691.42  18.54% 

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对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本次评估增减值对比

的账面价值是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账面净值。  

（1）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评估结果与账面值相比较，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691.42万元，增值率18.54%。

各分项资产评估增减值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增值4,296,291.88元，增值率12.94%，增值的主

要原因有：①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由于人工、材

料价差原因导致评估基准日的建筑成本升高；②被评估单位对房屋建筑物类资产

计提一定金额的减值准备。 

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2,617,840.52元，增值率64.10%。增值原因主要是：

被评估单位对设备类资产计提较大金额的减值准备。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将参照《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管材车间房屋建筑物和

机器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32167号）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并

经双方协商，《资产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肆仟肆

佰贰拾壹万壹仟柒佰元整（小写：44,211,700元）（含税）。 

五、《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一）资产转让方案 

有关购买房屋建筑物、设备等资产转让条款的主要内容参见“关联交易标的

基本情况”。 

（二）资产权属 

甲、乙双方知悉并确认，标的资产原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钛材分公

司（以下简称“钛材分公司”）所有，其中管材车间厂房对应的“石房权证大武

口区字第D201103783号”《房屋所有权证》证载房屋所有权人为甲方。2018年甲

方与乙方进行资产置换，甲方以钛材分公司的资产作为出资注入其全资子公司金

航钛业，并将金航钛业的全部股权转让至乙方名下。2020年，乙方与金航钛业签



 

 

署《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根据约定，金航钛业将标的资产无偿划转至乙方

名下。由于历史原因，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管材车间厂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尚

未变更至乙方名下，证载房屋所有权人仍为甲方。 

乙方承诺其是标的资产的实际权利所有人，乙方有权将标的资产转让给甲方，

乙方保证标的资产不存在任何抵押等权利受到限制或被任何第三方追索的情形，

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的或潜在的争议纠纷。因前述资产置换未办理不动产权变更

登记而可能需要补缴的税费由甲、乙双方和/或金航钛业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约定

及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其他因前述资产置换、无偿划转未办理不动产权变更

登记而存在的相关法律风险均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遭受

主管机关行政处罚的风险。 

（三）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并经双

方协商，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肆仟肆佰贰拾壹万壹仟

柒佰元整（小写:44,211,700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四）支付方式 

本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均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甲方应于本协议签

署并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乙方应自甲方支付转让价款当日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管材车间

厂房税率为9%，设备资产税率为13%。 

（五）标的资产交割 

甲、乙双方应在甲方根据本协议第二条支付转让价款当日共同核对、清点、

移交全部标的资产（资产范围以《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明细表为准），并签署资

产转让交割确认书。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标的资产交割日，标的资产全部权

益自交割日起转移为甲方所有。 

乙方承诺，如根据“房地合一”的不动产登记要求，甲方购置管材车间厂房

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后，管材车间厂房《房屋所有权证》需一并办理更新换证，乙

方应无条件配合甲方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六）税费 



 

 

无论本协议所述资产转让是否完成，因签订或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税费由双

方按照中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相互

间不存在任何代付、代扣及代缴义务。 

（七）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等灾害性事件、

战争及政治动乱、疫情及其他任何签署本协议时不可预见且不可避免的事由）外，

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则该方应

被视作违约，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协议其他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双方另有约定的

除外。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管材车间大部分厂房所占用的土地为中色东方名下土地，小部分厂房所占土

地为金航钛业名下土地和空地。管材车间占地所涉及的中色东方和金航钛业两宗

土地均为出让性质的工业用地，均已办理产权证。本次拟购置的房屋建筑物类资

产不包含其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对于已办理产权证的土地，公司已就其购置与中

色东方及金航钛业签署《资产转让框架协议》，待相关土地使用权完成评估等事

项后，由公司一并购入。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买房屋建筑物及部分设备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及满足生产经营需求，有

利于进一步壮大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促进公司的持续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以及当

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中色东方及其子公司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9,239.64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拟购买房屋建筑物及部分设备是为了满足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建设和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对公司有积极

的影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由公司

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

价公允，标的资产定价原则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认可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拟购买房屋建筑物及部分设备是为了满足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建设和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

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对公司有积极

的影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

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由公司

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

价公允，标的资产定价原则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之《管材车间厂房及设备资产转

让协议》； 

5、《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管材车间房屋建筑物和机器设

备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2]32167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