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0-113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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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锂业”）
 投资金额：蓝科锂业股东拟对其同比例增资合计 62,000 万元，其中科达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科达制造”）全资子公司青海科达锂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锂业”）、控股子公司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威力”）拟对蓝科锂业按持股比例 48.58%合计增资 30,116.56 万元。
 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蓝科锂业未进行其他关
联交易，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科达制造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科达制造股东大
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为推动蓝科锂业尽快完成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的扩产，增强蓝科锂业核
心竞争能力，提升公司投资回报，公司子公司科达锂业、青海威力及蓝科锂业控
股股东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股份”）拟对蓝科锂业按持
股比例增资合计 62,000 万元，本次增资价格为 3.55 元/股，其中 17,464.79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44,535.2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蓝科锂业股本
将由 34,332.27 万股变更为 51,797.06 万股，公司通过子公司科达锂业、青海威力
间接持有的蓝科锂业股权比例不变，仍为 48.58%。本次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增资前
股东

注册资本

占比

本次新增
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情况
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金额
金额（B）
合计（A+B）
1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A）
青海盐湖科
技开发有限
公司
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
青海科达锂
业有限公司
青海威力新
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合计

92,500,000

26.94%

-

-

-

92,500,000

17.86%

84,053,333

24.48%

89,812,499

229,021,872.45

318,834,371.45

173,865,832

33.57%

129,769,333

37.80%

66,013,527

168,334,493.85

234,348,020.85

195,782,860

37.80%

37,000,000

10.78%

18,821,862

47,995,748.10

66,817,610.10

55,821,862

10.78%

100.00% 174,647,888

445,352,114.40

620,000,002.40

517,970,554

100.00%

343,322,666

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盐湖股份的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科
技”）不参与蓝科锂业的增资扩股，其享有的同比例增资额度由盐湖股份行使；
公司全资子公司科达锂业、控股子公司青海威力拟以持股比例 37.80%、10.78%
分别对蓝科锂业增资 23,434.80 万元、6,681.76 万元。
蓝科锂业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鉴于公司董事边程在蓝科锂业担任董事职
务，根据相关规定，蓝科锂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
联交易为止，除前期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蓝科锂业未
进行其他关联交易，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本次公司对蓝科
锂业的增资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达到公司 2019 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增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科达锂业、控股子公司青海威力以 3.55 元/股的价格按持股比例
48.58%向蓝科锂业合计增资 30,116.56 万元，其中科达锂业出资 23,434.80 万元，
全资子公司青海威力出资 6,681.76 万元，公司将以增资形式向科达锂业、青海威
力提供本次增资资金。因科达制造持有青海威力的股权比例为 53.62%，公司拟
对青海威力增资 3,582.76 万元，青海威力少数股东钟永晖、钟永亮将以持股比例
46.38%对青海威力增资 3,0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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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科达制造仍间接持有蓝科锂业 43.58%股权，对蓝科锂业
的投票权仍为 48.58%。关联董事边程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8 名董事一致同意通
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认
为：蓝科锂业是公司的重要参股公司，本次对其增资有助于蓝科锂业运营能力提
升及长期快速发展，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本次蓝科锂业各方股东同比例增资，
增资价格参照蓝科锂业净资产水平，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随着行业供需调整，碳酸锂价格在逐步回暖，
本次公司对蓝科锂业增资有利于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投资回报，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和长远规划。各方按照持股比例出资，增资价格公允，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将本增资事宜提
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子公司科达锂业、青海威力与盐湖股份及其子公
司盐湖科技、蓝科锂业将于近日签署《关于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增
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贠红卫
注册资本：543,287.6672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成立日期：1997 年 8 月 25 日
主营业务：氯化钾的开发、生产和销售；锂盐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盐湖股份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青海省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股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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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1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3,068,895

13.86%

2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71,578,484

10.52%

3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6,276,871

7.48%

4

国家开发银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2,200,881

7.40%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6,750,156

6.38%

国有法人

326,949,337

6.02%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312,196

5.21%

2,342,739,852

43.1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
省分行

5
6
7

持股 5%以下股东小计

8

持股比例

5,432,876,672
100.00%
合计
注：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说明
盐湖股份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
3、盐湖股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
数据

合并

母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64,335.16

2,253,150.03

1,824,196.07

1,857,551.21

负债总额

1,758,356.34

5,160,016.57

1,541,803.58

4,959,474.38

505,978.82

-2,906,866.54

282,392.48

-3,101,923.16

净资产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19 年度
（经审计）

1,601,771.40

1,784,917.99

879,508.03

980,293.96

211,812.34

-4,585,997.68

171,429.88

-5,577,929.52

经公司董事会对盐湖股份基本情况及交易履约能力的核查，因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盐湖股份股票自 2020 年
5 月 22 日起暂停上市。根据盐湖股份公告，盐湖股份于暂停上市期间，已加强
主营业务发展，通过司法重整将低效亏损资产进行剥离与出清，化解了金融风险；
通过进一步做优做强现有钾、锂主营业务，逐步恢复了盈利能力，改善了基本面。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盐湖股份主营业务产销持续稳定，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
幅提升，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1.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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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概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何永平
注册资本：34,332.2666 万元
注册地址：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察尔汗
成立日期：2007 年 3 月 22 日
经营范围：主营碳酸锂产品；兼营氯化锂、氢氧化锂、金属锂、锂美合金等
锂系列产品的研究、开放、生产、咨询；生产经营副产镁系列产品；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
股权结构：
科达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盐湖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钟永晖

100%

100%

青海科达锂业
有限公司

23.19%

青海盐湖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24.48%

科达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
53.62%

钟永亮

23.19%

青海威力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

26.94%

37.80%

10.78%

青海盐湖蓝科锂业
股份有限公司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蓝科锂业的主营业务为碳酸锂的生产、销售，其目前拥有 1 万吨工业级碳酸
锂产能，正在实施扩建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近年来蓝科锂业碳酸锂产
销率达到 100%，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碳酸锂产量

2020 年 1-11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27

1.13

1.1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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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锂销量

1.22

1.13

1.13

0.78

3、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说明
2017 年，公司通过收购蓝科锂业 43.58%股权布局碳酸锂行业，围绕蓝科锂
业开展碳酸锂贸易业务。2020 年 4 月及 6 月，公司分别召开董事及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同
意子公司于 2020 年度与关联方蓝科锂业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除上述碳酸锂贸
易往来外，蓝科锂业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
4、蓝科锂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4,009.97

204,255.53

负债总额

120,498.24

82,470.90

净资产

123,511.73

121,784 .63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度（经审计）

24,760.34

49,894.61

1,469.61

5,658.37

注：蓝科锂业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关联关系
蓝科锂业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间接控制其 48.58%股权，鉴于公司董事长
边程先生在蓝科锂业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的规定，蓝科锂业为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对其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增资价格根据蓝科锂业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确定，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青审
字【2020】第 00115 号），蓝科锂业经审计净资产为 1,217,846,345.15 元，每股净
资产为 3.55 元。本次增资方以每股净资产按 3.55 元/股的价格，以货币资金方式
向目标公司合计增资 620,000,002.40 元，其中 174,647,888 元计入注册资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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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445,352,114.40 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本次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原股东）：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原股东）：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原股东）：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
丁方（原股东）：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戊方（目标公司）：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增资方案
1.1 本协议各方同意并一致确认：
1.1.1 根据乙方与丙方控股股东、戊方于 2020 年 12 月签署的《成锂卤水长
期供应协议》，乙方保证在戊方存续期间，长期向戊方持续供应符合戊方生产要
求所需的成锂卤水，且供应量满足目前生产及未来扩大产能的需求。
1.1.2 本次增资价格根据目标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价格确定。具体为：根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青审字
【 2020 】 第 00115 号 ）， 截 止 审 计 基 准 日 ， 目 标 公 司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为
1,217,846,345.15 元，每股净资产为 3.55 元。本次增资方按 3.55 元/股的价格，以
货币资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合计增资 620,000,002.40 元，其中 174,647,888 元计入
注册资本，其余 445,352,114.40 元计入资本公积；
1.1.3 甲方不参与本次增资扩股，其享有的同比例增资额度由乙方行使，在
其他股东增资后甲方股权比例为 17.86%；
1.1.4 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318,834,371.45 元，新增股份
89,812,499 股，增资后股份为 173,865,832 股，占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33.57%；
1.1.5 丙方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234,348,020.85 元，新增股份
66,013,527 股，增资后股份为 195,782,860 股，占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37.80％；
1.1.6 丁方以现金方式向目标公司投资人民币 66,817,610.10 元，新增股份
18,821,862 股，增资后股份 55,821,862 元，占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10.78％。
（二）增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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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以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
2.1 目标公司已以书面形式向增资资方充分、真实、完整披露标的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如有）以及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全部信息；
2.2 截至缴款日，目标公司未发生任何业务经营、财务状况或资产等方面的
重大不利变化；
2.3 截至缴款日，任何权利机关、主管部门等均没有任何未决的或可能采取
的行动或程序，以限制或禁止本协议预期进行的任何交易或该等交易附带的任何
交易的完成。
2.4 就本协议的授权或批准事宜，协议各方获得各自股东会和董事会或具备
相关决策权的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三）协议后事项
3.1 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各方及目标公司分别提供各自主
管部门（如有）就本协议项下增资扩股事宜的批复、确认文件。
3.2 本协议生效之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丙方、丁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
向目标公司验资专用账户汇入本次增资认缴款。
3.3 目标公司将负责就注册资本变更之事宜，办理包括工商、税务等变更登
记手续，各方应尽到配合义务。目标公司将尽力确保上述变更登记手续尽早完成，
且不晚于丙、丁方缴付全部增资款之日起 30 日。在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和其他证
照后，目标公司应立即通知各方，并应各方要求提供有关文件的正本原件以作验
证。
3.4 在本次增资扩股事宜中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
审计费、评估费、律师费、工商登记变更费等）由目标公司承担。
3.5 若本次增资未能完成，则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由目标公司承担。
（四）过渡期的安排
4.1 在过渡期内，未经丙、丁方书面同意，甲、乙、戊方确保目标公司不得
就其名下资产新设置抵押、质押等第三方权利，确保目标公司不得采取任何合并、
分立、中止经营、并购、重组、清算、申请破产或其他类似对目标公司权益有重
大影响或不利影响行为，确保目标公司不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
债权等行为，目标公司按原有方式正常生产经营导致的除外。
（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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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
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
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均违约，双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
相应责任。
5.2 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协议任一约定义务，违约方应向未违约方支付违约
金 10 万元，如该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给未违约方造成的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另
行赔偿未违约方全部经济损失的连带责任，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及预期经济损失。
（六）其他
6.1 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协议项下增资
事宜获得协议各方内部有权机关或相关主管机关（如涉及）的批准和授权之日起
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自 2017 年开始，公司通过收购蓝科锂业 43.58%股权布局碳酸锂行业，围绕
蓝科锂业开展碳酸锂贸易业务，对公司锂电材料板块业务进行了有效补充和延
伸。2017 年 12 月，蓝科锂业启动扩建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根据项目前
期规划，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因蓝科锂业融资进展较为缓慢，
项目建设进度未及预期。为抓住目前碳酸锂市场契机，全力支持蓝科锂业扩建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的建设，促进蓝科锂业快速发展，作为蓝科锂业股东，
本次公司及盐湖股份拟对蓝科锂业进行增资，以解决其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
而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提高蓝科锂业碳酸锂产能及经营效益。
本次增资事宜有助于提升蓝科锂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未来的投资回
报，对公司 2020 年业绩无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公司的独立性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增资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及盐湖股份内部决策机关等审议通
过，如出现审议未通过情形，该协议有不能生效的风险。
2、近年来，受国家政策、碳酸锂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蓝科锂业营收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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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有所降低，且其扩建 2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建设进度有所延
迟，本次对蓝科锂业增资存在投资经营未达预期的可能。
经公司与盐湖股份及蓝科锂业沟通，蓝科锂业将通过优化投资、保主压辅、
减少投资额、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降低锂产品价格下跌对项目投资效益的影响；
同时，公司与盐湖股份、蓝科锂业已达成协议，确保蓝科锂业所需原料卤水的稳
定供应，保障蓝科锂业的成本优势。此外，随着行业供需格局调整，近期碳酸锂
价格在逐步回升，上述经营风险将进一步降低。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先认可及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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