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证券代码：600532

公告编号：2018-06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向公司参股公司增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事项概述：2017年1月，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宏达矿业”）与上海悦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悦
乾投资”）共同对公司参股公司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啸科技”）
进行增资，其中，悦乾投资认缴出资18.9亿元，持股比例70%；公司认缴出资8.1
亿元，持股比例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001号公告。
近日，公司参股公司宏啸科技的共同投资人悦乾投资拟对宏啸科技进行增
资，考虑到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发展计划，公司需集中资源投入到相关主营
业务中，因此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增资权利。本次增资后，宏啸科技注册资本将
由27亿元增加至47.47亿元。其中，悦乾投资认缴出资额将由18.9亿元增加至
39.37亿元，持股比例增至82.94%；公司认缴出资额8.1亿元不变，持股比例为
17.06%。同时，双方签署了《股权购买选择权协议》，约定了公司在规定期间
内享有优先购买悦乾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12.94%股权的购买选择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审议程序：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公司放弃向参股公司增资事
项及双方签署《股权购买选择权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放弃增资事项后，如公司最终未行使股权购买选择权，将会
导致公司对参股公司宏啸科技的持股比例下降，进而对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影
响，将会导致公司未来投资收益减少，据公司初步估算，根据宏啸科技2018年1

至6月份的盈利情况，若公司对宏啸科技的持股比例下降至17.06%，将会使公司
2018年度投资收益减少约46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一）2017年1月，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
达矿业”）与上海悦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悦乾投资”）
共同对公司参股公司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啸科技”）进行增资，
其中，悦乾投资认缴出资18.9亿元，持股比例70%；公司认缴出资8.1亿元，持股
比例3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001号公告。
近日，公司的参股公司宏啸科技的共同投资人悦乾投资拟向宏啸科技进行增
资，考虑到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发展计划，公司需集中资源投入到相关主营业
务中，因此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增资权利。本次增资后，宏啸科技注册资本将由27
亿元增加至47.47亿元。其中，悦乾投资认缴出资额将由18.9亿元增加至39.37
亿元，持股比例增至82.94%；公司认缴出资额8.1亿元不变，持股比例为17.06%。
同时，双方签署了《股权购买选择权协议》，约定了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享有优先
购买悦乾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12.94%股权的购买选择权。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股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悦乾投资向宏啸科技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公司放弃向参股公司增资事项及
双方签署《股权购买选择权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悦乾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无拟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除悦乾投资与公司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增资协议》及《股
权购买选择权协议》的相关约定外，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悦乾投资与第三
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在最近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票；公司董监

高未在悦乾投资中担任任何职务。悦乾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悦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自 201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34 年 12 月 25 日

悦乾投资合伙人情况如下表：
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金额（人民币） 认缴比例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12500.00 万元

99.9944%

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

7.00 万元

0.0056%

1、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 年 1 月 15 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洋

注册资本

1,2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按金融许可证核准的项目从事信托业务。

营业期限

自 1993 年 1 月 15 日起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人民币）

认缴比例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449,637.03 万元

37.47%

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95,837.03 万元

32.99%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8,457.5 万元

21.54%

沈阳安泰达商贸有限公司

96,068.44 万元

8.01%

总计

1,200,000 万元

100%

2、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7 月 14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志强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
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
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策划、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
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

自 2015 年 7 月 14 日起

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人民币）

认缴比例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 万元

80%

达孜县中融风雷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000 万元

20%

总计

5,000 万元

100%

三、标的方基本情况
宏啸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1K3DED4H

法定代表人姓名

李智彬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计算机科技、信息科技、网络科技、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及辅助设
备修理，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动漫设计，电脑图文设计、
制作，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27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自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46 年 6 月 20 日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宏啸科技经上海申亚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
总资产为 116,038.97 万元，净资产为 115,850.97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57.97 万元，
净利润为 12.24 万元。
宏啸科技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1、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上海悦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9

货币

70%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1

货币

30%

合计

27

-

100%

出资额（亿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上海悦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37

货币

82.9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1

货币

17.06%

合计

47.47

-

100%

2、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宏啸科技的原股权结构

悦乾投资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宏啸科技增资之前，宏啸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270,000万元，悦乾投资持有宏啸科技7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189,000
万元），宏达矿业持有宏啸科技3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81,000万元）。
第二条

增资

2.1悦乾投资预计向宏啸科技增资人民币20.47亿元（以实际增资金额为准），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2.2增资全部完成后，宏啸科技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预计如下（实际增资
金额和最终持股比例与下表不一致的，以实际为准）：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出资时间

悦乾投资

人民币 39.37 亿元

82.94%

货币

2031 年 6 月 21 日前

宏达矿业

人民币 8.1 亿元

17.06%

货币

2031 年 6 月 21 日前

五、《股权购买选择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标的股权的范围
各方确认，宏达矿业对本次增资后宏啸科技12.94%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
股权”）享有购买选择权。
第二条 标的股权的购买选择权
各方于此一致确认，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签署满6个月之日的任意
时点，宏达矿业有权择根据本协议约定向悦乾投资购买其所持有的宏啸科技的
12.94%的股权（以下简称“股权购买选择权”）。如本协议一经生效，宏达矿业
即获得标的股权的购买选择权，悦乾投资即履行完毕其授予购买选择权的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放弃增资事项后，如公司最终未行使股权购买选择权，将会导致公司对
参股公司宏啸科技的持股比例下降，进而对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将会导致
公司未来投资收益减少，据公司初步估算，根据宏啸科技 2018 年 1 至 6 月份的
盈利情况，若公司对宏啸科技的持股比例下降至 17.06%，将会使公司 2018 年度
投资收益减少约 460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七、其他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所有关于公司的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