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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未出现重大变化；

发行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不

存在对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

商不存在重大变化； 发行人重大合同条款或实际执行情况不存在重大变化；发

行人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发行人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

项。 综上，发行人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二）2021年1-3月经营业绩情况预计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2021年1-3月营业收入为

73,087.35万元至80,780.75万元，同比上升68.19%至85.89%；预计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52.29万元至37,952.80万元， 同比上升468.04%至

594.27%；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

400.46万元至37,156.12万元，同比上升490.22%至621.38%。

预计2021年1-3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

上年同期子公司金日晟矿业因采矿证续期及新冠疫情影响停产，上年同期营业

收入基数较低，2021年1-3月该因素已经消除； 二是受铁矿石价格指数大幅上

涨的影响，2021年1-3月主要产品铁精粉销售价格预计大幅高于上年同期。

公司业务属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用自有矿山生产销售铁精粉，公司主要

产品铁精粉的成本较为稳定， 且不受铁矿石价格指数变动而变动，2021年1-2

月62%铁矿石普氏指数均值为166.90美元/吨较2020年1-3月均值89.00美元/

吨上涨87.53%，受铁精粉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公司预计2021年1-3月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上升。

上述2021年1-3月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

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十、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 中的下列风险

（一）偿债能力风险

1、偿债能力风险

矿山采选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矿山建设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

点，受融资渠道限制，公司主要通过负债进行投资，导致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短期借款（不含票据融资）余额23.02亿元，长期借

款余额13.5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5.75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通

过外部融资和内生经营增长相结合的方式，降低财务杠杆，减少财务风险，优化

公司资本结构，各个报告期末银行借款余额（不含票据融资）持续小幅下降。报

告期内， 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7.32亿元、10.06亿元和11.53亿元，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可以正常支付银行利息，并逐年降低借款规模。但如果铁精粉

价格发生重大不利波动，或银行收紧贷款，则可能发生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风

险。

2、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且公司流动负债主要为短期借款

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公司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序降低借款规

模，短期内，公司银行借款的清偿有赖于借新还旧或者调整贷款期限，长期看，

公司银行借款的清偿有赖于安徽矿山的顺利投产并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如不能

得到主要贷款银行的支持，公司存在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而发生无法清偿到

期债务的风险。

3、资产负债率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0.25%、77.32%和69.80%，公司在有序

降低资产负债率，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公司资产负债率仍高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 一方面，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为公司带来了较大的偿债风险，另一方面，公

司较高的资产负债率也限制了公司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若公司不能及时获得足

够的资金，对公司长期战略的实施、甚至日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低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且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

司清偿短期债务的能力较弱，公司存在短期债务不能及时清偿的风险。

（二）流动性风险

1、短贷长投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发行人累计投入超过60亿元进行安徽周油坊铁矿和重新集铁矿建设，上

述投资存在规模较大的短贷长投。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采用借新还旧、还旧借新

和展期方式进行续贷。公司主要贷款银行均出具说明，与公司合作关系良好，将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与公司进行业务合作，一旦信贷政策出现调整，或公

司未能与大额债权银行就续贷达成一致，公司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2、还旧后不能借新的风险

公司各银行在2016年通过债委会等形式达成信息共享并一致行动， 采取

了不抽贷不压贷、降低贷款利率、借新还旧等方式给予发行人延续债务。目前铁

矿石行业景气度较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增强。 公司主要贷款银行均出

具说明，与公司合作关系良好，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与公司进行业务合

作，不抽贷、不压贷。公司正在进行债务结构调整，预计全部调整完成后，公司需

要还旧借新的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本金余额为3.46亿元。一旦信贷政策出现调

整，或公司未能与债权银行就还旧借新达成一致，公司面临还旧后不能借新带

来的流动性风险。

3、实际控制人担保能力下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内， 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对公司的主要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承诺，上述担保项下的银行贷款在到期续贷

时，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将在原担保额度内继续为该等贷款提供担保。 若控

股股东经营状况恶化或者实际控制人担保能力下降，公司存在因担保增信不足

而无法续贷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4、流动性应对不足的风险

发行人存在短贷长投的情况，若信贷政策、贷款银行的合作关系出现不利

变化，发行人将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三）财务费用较高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2.55亿元、2.65亿元和2.40亿元，公司财务

费用较高，贷款利率波动将直接对公司的盈利水平造成影响，如果未来央行上

调贷款基准利率，则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可能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

加，从而降低公司的盈利水平。

（四）主要资产抵押质押风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合计31.43亿

元，主要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取得金融机构借款而抵押或质押的资产，主要

包括采矿权、土地、房产、设备等，上述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42.37%。 上

述资产均为公司正常运营必需的核心资产。如果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

息，金融机构可能对被抵质押的资产采取强制措施，从而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

（五）经济周期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和球团，作为冶炼钢铁的主要原料，其需求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下游钢铁行业的影响。 钢铁行业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若宏

观经济出现较大波动，钢铁行业景气状况不佳，对铁精粉和球团的需求下降，可

能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铁矿石和球团是冶炼钢铁的主要原料， 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大宗商品，其

价格受到供需关系、宏观经济状况、海运价格、汇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近年来

波动较大。 报告期内， 公司铁精粉平均售价变动较大， 分别为600.21元/吨、

742.07元/吨和829.86元/吨。 铁精粉售价变动对公司业绩有较大影响。

国内铁精粉价格变动与普氏指数变动呈正相关性，2011年62%普氏指数

均值为168.87美元/吨，为近十年的年均最高值，其后开始下行，4年后达到历史

低点，2015年62%普氏指数均值为55.5美元/吨，其后开始逐渐上行，2020年均

值为108.87美元/吨，2011-2020年十年的62%普氏指数均值98.78美元/吨。

2021年1月1日-3月15日，普氏指数均值为167.85美元/吨，已经接近历史最高

年份。 铁精粉价格波动，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七）安全生产风险

铁矿石开采作业环境复杂，虽不产生瓦斯等有害气体，但采矿过程中存在

采场（巷道）局部冒顶、片帮等主要危险因素，尾矿堆放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垮塌

等事故。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2起安全事故，公司已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了

整改，相关监管部门已出具证明本公司在上述安全事故中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 公司将切实做到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加强全员安全培训，切实保障各项安全措施的有效执行，但未来仍然存在因

不可抗力或操作失误等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并对公司业务和经营业绩产生

不利影响。

（八）环境保护风险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噪音、尾矿等污染物，近年来公司投入大量资

金、人力和物力，用于有关污染治理及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和改造，污染治理达

到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如果未来国家实施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本公司遵

守环境法律及法规的成本有可能上升。

（九）募投项目（150万吨/年球团工程）用地不能获得土地使用证的风险

150万吨/年球团工程项目使用冯井镇周油坊选矿厂工业场地南侧土地，

符合《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用好用活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皖国

土资〔2018〕89号）规定的可以边建设边报批的政策条件，根据霍邱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开具的证明，本项目用地符合皖国土资〔2018〕89号文件的规定，

本项目建设用地的获取不存在障碍。 由于本项目募投用地尚未完成招拍挂手

续，存在不能获得土地使用证的风险。

（十）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风险

公司银行借款余额较大，资产负债率较高，公司流动资金较为短缺。报告期

内，为缓解资金压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了金额较大的资金和票

据拆借。 虽然公司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并在报告期后

对资金和票据拆借行为进行了整改。但如果公司在财务管理与内部控制上不规

范，没有严格按照内控制度执行，则对公司规范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相关风险

2020年春节期间，国内大部分省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已逐

步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供、产、销等各项工作均有序开展。 但如果疫情出现恶

化或进一步扩散，可能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21,894.00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公司原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4.52%，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

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股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股（每股收益按照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74元（按经审计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预计每股净资产

【】元（按经审计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采用余额包销方式

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预计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和保荐费用：11,796.49万元

审计评估验资费用：2,000.00万元

律师费用：566.04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647.17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73.64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Inner�Mongolia�Dazhong�Mining�Co.,�Ltd.

注册资本： 128,906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金涛

成立日期： 2009年5月29日

公司住所：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邮政编码： 014030

联系电话： 0472-5216664

传真： 0472-5216664

互联网网址： www.dzky.cn

电子信箱： info@dzky.cn

二、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其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2009年5月4日， 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京信审字[2009]

1156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2008年12月31日，大中有限账面净资产值为

92,281.60万元。 2009年5月5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亚超评估字

[2009]9013号《资产评估报告》，确认：以200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大中

有限评估后净资产价值为456,266.83万元。

2009年5月22日，众兴集团与梁宝东签订《发起人协议》。 同日，大中有限

召开2008年度暨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决定：（1）将大中有限

截至200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92,281.60万元中的85,000万元按1：1

的比例折合为股本、1,332.25万元作为资本公积、5,949.35万元作为盈余公积

（为按照有关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维简费，根据审计报告出具日有效的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需在“盈余公积-专项储备” 中单独反映），整

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2）公司现有股东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按照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其中众兴集团持有

84,304万股， 持股比例约为99.18%， 梁宝东持有696万股， 持股比例约为

0.82%。 2009年5月24日，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

2009年5月24日，北京立信出具了京信验字（2009）006号《验资报告》，

对全体股东以其所持大中有限的出资比例对应的净资产认购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的情况进行审验。

2009年5月29日，公司在巴彦淖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企业

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的发起人为众兴集团、梁宝东，发起人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资产

众兴集团 84,304.00 99.18% 净资产折股

梁宝东 696.00 0.82% 净资产折股

合计 85,000.00 100.00%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128,906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21,894万

股，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150,800万股。 本次拟发行新股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10%。 本次发行不进行股东公开发售。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假定本次发行新股21,894万股，无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众兴集团 72,952.44 56.59% 72,952.44 48.38%

2 林来嵘 20,308.40 15.75% 20,308.40 13.47%

3 梁欣雨 12,790.60 9.92% 12,790.60 8.48%

4 杭州联创永源 5,645.16 4.38% 5,645.16 3.74%

5 上海联创永沂 3,091.40 2.40% 3,091.40 2.05%

6 无锡同创创业 2,688.17 2.09% 2,688.17 1.78%

7 华芳集团 2,256.00 1.75% 2,256.00 1.50%

8 杭州联创永溢 2,231.18 1.73% 2,231.18 1.48%

9 安素梅 1,889.06 1.47% 1,889.06 1.25%

10 新疆联创永津 1,344.09 1.04% 1,344.09 0.89%

11 牛国锋 1,000.00 0.78% 1,000.00 0.66%

12 梁宝东 861.89 0.67% 861.89 0.57%

13 安凤梅 340.00 0.26% 340.00 0.23%

14 周国峰 310.00 0.24% 310.00 0.21%

15 张杰 250.00 0.20% 250.00 0.17%

16 张洁 200.00 0.16% 200.00 0.13%

17 王福昌 200.00 0.16% 200.00 0.13%

18 吴向东 137.61 0.11% 137.61 0.09%

19 梁保国 100.00 0.08% 100.00 0.07%

20 何维凌 100.00 0.08% 100.00 0.07%

21 吴金涛 80.00 0.06% 80.00 0.05%

22 张静 50.00 0.04% 50.00 0.03%

23 高文瑞 50.00 0.04% 50.00 0.03%

24 王东 30.00 0.02% 30.00 0.02%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 - 21,894.00 14.52%

本次公开发售的股份 - - - -

合计 128,906.00 100.00% 150,800.00 100.00%

（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见上表。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及其在公司担任职务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发行前

在发行人的任职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林来嵘 20,308.40 15.75% 发行人董事

2 梁欣雨 12,790.60 9.92%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3 安素梅 1,889.06 1.47% 无

4 牛国锋 1,000.00 0.78% 发行人董事长

5 梁宝东 861.89 0.67% 发行人董事

6 安凤梅 340.00 0.26% 无

7 周国峰 310.00 0.24% 发行人副总经理

8 张杰 250.00 0.20% 发行人副总经理

9 张洁 200.00 0.16% 无

10 王福昌 200.00 0.16% 发行人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合计 38,149.95 29.60%

（四）国有股份和外资股份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国有股份和外资股份。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间在法律上的关联关系如下：

1、林来嵘与安素梅系夫妻关系；

2、众兴集团系林来嵘与安素梅100%持股的公司；

3、安素梅与安凤梅系姐妹关系；

4、梁宝东与梁保国系弟兄关系；

5、梁宝东与梁欣雨系父女关系；

6、杭州联创永源和杭州联创永溢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管理人均为杭州联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且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7、梁宝东任众兴集团董事；

8、牛国锋任众兴集团董事；

9、梁欣雨任众兴集团董事；

10、发行人董事陈修、监事王明明系杭州联创永源、杭州联创永溢所委派；

11、发行人董事陈修持有杭州联创永源、杭州联创永溢的普通合伙人杭州

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的股权。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铁矿石采选、铁精粉和球团生产销售、机制砂石的加工销

售，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和球团。

截至目前，公司拥有内蒙和安徽两大矿山基地，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的铁矿石储量合计52,245.28万吨，TFe平均品位不低于28.87%的占比为

80.04%。 凭借多年积累的采选技术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公司已成为国

内规模较大的铁矿石采选企业，被评为国家级绿色矿山企业、中国冶金矿山企

业50强（根据中国冶金矿山协会发布的新闻，公司在

2019

年中国冶金矿山

50

强

中排名第

17

位。）。2020年12月，公司被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评为第七届冶金

矿山“十佳厂矿” 。

2020年公司开采铁矿石527.72万吨，生产铁精粉236.13万吨。 现有矿山扩

建项目及安徽重新集铁矿建成达产后， 铁矿石开采量将扩大到约1,500万吨/

年，年产铁精粉约500万吨。

2020年，公司生产球团63.96万吨，安徽球团项目达产后，球团生产规模将

扩大到270万吨/年。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铁精粉和球团， 主要作为钢铁生产企业冶炼钢铁的原

料。 报告期内，公司铁精粉和球团销售收入占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98%。

（三）公司销售模式

公司设有销售中心统筹指挥、协调内蒙和安徽区域产品的销售工作，公司

已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自身产品的质量优势和区位优势，铁精粉和球团均主

要采取客户直销的销售模式。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铁精粉生产分为采矿和选矿两个大的工序。机制砂石是铁精粉生产过

程中的联产品。该业务在巷道开拓等环节需要原辅材料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钢

材、轮胎、衬板、钢丝绳、钎具、轴承、输送带等。充填环节需要用到的主要原辅材

料为水泥、胶凝剂以及生产胶凝剂的矿渣等。选矿过程中还会掺兑焙烧铁粉，选

矿生产的原辅材料主要为焙烧铁粉、磨矿用的钢球类产品。

球团生产的原辅材料主要为铁精粉类原材料，包括铁精粉、蒙古矿、焙烧铁

粉。

综上，公司生产需要的主要原辅材料可以分为四大类：1、铁精粉类原材料，

主要用于生产球团和铁精粉；2、胶凝剂、水泥、矿渣等，主要用于采矿；3、钢球

类产品，主要用于选矿；4、其他物料采购。

（五）行业竞争情况

我国国内铁精矿供应严重不足，85%以上需要进口。 国内主要钢铁企业虽

然大多数自身拥有矿山，但普遍不能满足自身需求，很少单独对外销售铁精粉；

独立铁矿采选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较小，主要就近销售给钢铁企业。国内

铁精粉基本为现货交易，其价格在国际铁矿石协议价、国内铁精粉供求状况及

国际铁矿石现货价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其波动与进口铁矿石价格波动

高度相关。 国产铁精粉在国内地区间的价格差异，主要由局部地区的供求状况

和运费决定。

我国独立铁矿采选企业较低的行业集中度、较弱的定价能力、产品的供不应求

以及就近销售的模式决定了不同区域内的铁矿采选企业之间一般不产生直接

竞争。 与全国总体情况相似，发行人铁矿所在的内蒙古及安徽地区所产铁矿石

也不能满足当地钢铁企业需求。

（六）发行人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已备案的铁矿石储量为52,245.28万吨， 约占全国查明储量的6.13‰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19）》，我国查明铁矿资源

储量约852.19亿吨），在独立铁矿采选企业中具有较大的储量优势。

公司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铁矿石原矿产量为543.88万吨、601.68万

吨和527.72万吨。 现有矿山扩建及新建矿山达产后，公司年开采原矿能力将达

到1,500万吨，可持续开采时间超过30年，行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五、发行人主要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井建构建物、房屋及建筑物、

专用设备、运输工具和通用设备。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

公司固定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20-30 151,820.47 56,854.60 94,965.87 62.55%

专用设备 5-10 126,753.89 86,410.18 40,343.71 31.83%

运输工具 3-10 10,708.64 7,293.34 3,415.30 31.89%

通用设备 3-10 5,824.81 4,180.13 1,644.69 28.24%

井建构建物 - 198,233.99 30,516.58 167,717.41 84.61%

合计 493,341.79 185,254.81 308,086.98 62.4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账面价值为22,142.09万元的固定资产用于抵押借

款。

1、自有房屋及建筑物

（1）已取得权利证书的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已取得房屋所

有权证书且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房屋建筑物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

房屋座落 登记时间

是否设

置抵押

1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9号 755.07 小佘太镇 2009.08.19 是

2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6号

344.52

小佘太镇 2009.08.19 是

64.89

3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5号

107.10

小佘太镇 2009.08.19 是328.62

111.92

4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4号

37.22

小佘太镇 2009.08.19 是1,185.87

121.62

5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382号

968.24

小佘太镇 2009.07.08 否1,902.50

472.75

6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380号 1,930.05 大十分村 2009.07.08 否

7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1号

254.00

书记沟 2009.08.19 是

20.52

8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577号

4,060.22

小佘太镇书记沟（联丰村） 2012.07.16 否1,857.60

730.62

9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578号

143.22

小佘太镇书记沟（东五份子

村）

2012.07.16 否

59.20

10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579号 73.64

小佘太镇书记沟（东五份子

村）

2012.07.16 否

11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580号

1584.09

小佘太镇书记沟 2012.07.16 否

430.13

12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581号

192.84

小佘太镇书记沟（联丰村） 2012.07.16 否

152.44

13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202583号

1,157.40

小佘太镇书记沟（联丰村） 2012.07.16 否

336.81

14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202586号

908.91

小佘太镇 2012.07.16 否224.90

624.81

15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202587号

2,708.11

小佘太镇书记沟 2012.07.16 否1,470.84

1,035.53

16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202588号 636.41

小佘太镇大十分村（原联丰

村）

2012.07.16 否

17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631号 290.93

小佘太镇书记沟（东五份子

村）

2012.07.19 否

18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11202632号

2,199.31

小佘太镇书记沟（东五份子

村）

2012.07.19 否

279.54

3827.34

250.32

19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202634号

796.96

小佘太镇 2012.07.19 否845.39

453.85

20 大千博矿业 房权证字第G112（其它）号

2,418.63

达茂旗黑脑包稀土工业园区 2008.03.30 是1,066.78

3,986.08

21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8号 2,539.3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3 是

22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5号 14.44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23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66号 203.22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24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5号 348.88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25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6号 47.56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26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2号 125.76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27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1号 935.73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28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2号 141.96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29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65号 55.39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30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4号 78.06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否

31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7号 182.5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32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1号 80.0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5 是

33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4号 114.4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5 是

34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67号 184.24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5 否

35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3号 63.59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否

36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6号 331.86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5 是

37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68号 62.74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9 是

38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73号 1,589.63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39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9号 250.0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40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91号 250.0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41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90号 301.10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42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87号 352.49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德村 2009.11.04 是

43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55号 184.74 小佘太镇 2009.08.19 是

44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56号

1,745.54

小佘太镇 2009.08.19 否1,055.74

370.62

45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51号 185.50 小佘太镇（书记沟联丰村） 2009.08.19 否

46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53号

334.73

小佘太镇 2009.08.19 否

58.80

47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0901847号

61.10

小佘太镇（书记沟联丰村） 2009.08.19 否

18.05

48 发行人 蒙房权证乌拉特前旗字第101031306736号

136.84

书记沟（联丰村） 2013.04.28 否

951.90

49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5402号 3,383.90 小佘太镇东五份子村 2020.10.30 是

50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5401号 1,165.04 小佘太镇东五份子村 2020.10.30 是

51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5294号 4,752.00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020.10.23 是

52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5306号 103.98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020.10.23 是

53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5307号 2,078.07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020.10.23 是

54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5305号 2,361.82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020.10.23 是

55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5308号 22,259.96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020.10.23 是

56 发行人 蒙（2020）乌拉特前旗不动产权第0004846号 16,352.47 乌前旗先锋镇黑柳子工业园 2020.09.18 是

57 金日晟矿业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3794号 71,253.64 霍邱县冯井镇黄虎村 2020.09.30 是

58 金日晟矿业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3377号 19,665.69 范桥乡 2020.09.10 是

59 金日晟矿业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4342号 3,232.04 冯井镇黄虎村 2020.10.21 是

60 金日晟矿业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4416号 36,010.13 霍邱县马店镇溜山村 2020.10.23 是

61 金德威新材料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3184号 11,676.87 冯井镇黄虎村 2020.09.04 否

（2）尚未取得权利证书的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尚未取得房屋

所有权证书的主要房屋建筑物如下：

①内蒙矿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内蒙矿区不存在未取得权利证书的房

屋建筑物。

②安徽矿区

序号 名称 类别

建筑面积

（平方米）[1]

用途 建设时间（年份）

1 筛分车间 建筑物 7,366.60 厂房 2009

2 充填站 建筑物 2,052.35 厂房 2011

3 尾矿总砂泵站 建筑物 1,574.13 厂房 2009

4 4号仓库 建筑物 3,027.24 库房 2014

5 重新集矿筛分车间 建筑物 1,886.00 厂房 2011

注1：该面积为发行人提供的该等建筑物的大致面积，准确建筑面积以最终

取得的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所载面积为准。

该等建筑物位于发行人安徽矿区内， 是生产经营相关房产的组成部分，系

金日晟矿业根据霍邱县有关工业企业的优惠政策规定而建，建设时未及时办理

报建手续，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③其他

2016年12月，发行人与众兴煤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众兴煤炭购买

其座落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总部经济园区众兴集团总部办公楼第12层和第19

层，总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 由于该办公楼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发行人

与众兴煤炭尚未办理上述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该房产系控股股东在报告期前

开发建设，土地及所有建设手续齐全，截至目前，该建筑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

续，办理完毕后将按照相关规定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2、租赁房产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发行人分、子公司租赁房产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建筑面积

（㎡）

房屋座落 用途 租金 租赁日期 结束日期

1 段建忠 发行人 70.00 小佘太镇新丰村 员工宿舍 200元/每月 2017.07.25

以发行人实际

通知终止租赁

2 王文斌 发行人 60.00 小佘太镇新丰村 员工宿舍 200元/每月 2017.07.25

以发行人实际

通知终止租赁

3 刘强 远通拓际 62.53

天津市塘沽区迎宾

大道1988号1-804

商务办公 2,714元/每月 2020.05.02 2021.05.01

4

东方爱工场（北京）

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发行人北

京分公司

30.00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

湾路29、31号2幢2层

249室

商务办公 11,000元/每年 2021.03.14 2022.03.13

（二）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分、 子公司无形资产主要为采矿

权、土地使用权和探矿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采矿权 283,102.06 37,448.87 245,653.19 - 245,653.19

土地使用权 52,023.21 10,121.18 41,902.03 527.64 41,374.39

探矿权 2,800.00 - 2,800.00 - 2,800.00

软件使用权 2,529.01 1,893.77 635.24 - 635.24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241.59 239.20 2.39 - 2.39

合计 340,695.87 49,703.02 290,992.86 527.64 290,465.22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将账面价值268,085.89

万元的无形资产用于抵押借款。

1、采矿权与探矿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共拥有采矿许可

证7项，探矿许可证1项。

（1）采矿权概况

序

号

采矿权人 证号 矿山名称 开采方式

生产规模

（万吨/

年）

矿区范

围（平方

公里）

有效期

是否

抵押

1 大中矿业 C1500002010072120070521 书记沟铁矿 地下开采 230 1.7370 2013.08.25-2028.08.25 是

2 大中矿业 C1500002011012120103945 东五分子铁矿 地下开采 150 2.5098 2020.08.29-2025.08.29 是

3 大中矿业 C1500002010082110072644 合教铁矿南区 地下开采 100 0.9019 2019.06.03-2022.06.03 是

4 大千博矿业 C1500002009032120008358 高腰海铁矿 地下开采 100 1.8600 2019.03.12-2022.03.12 是

5 大千博矿业 C1500002009112110047799

黑脑包铁矿三

号矿体

地下开采 40 0.5816 2020.11.03-2022.11.03 是

6 金日晟矿业 C1000002009112110043574 周油坊铁矿 地下开采 450 3.89 2019.11.12-2049.11.12 是

7 金日晟矿业 C1000002010032110057616 重新集铁矿 地下开采 450 9.0680 2019.09.09-2049.09.09 是

注：已抵押采矿权证用于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2）探矿权概况

序号 探矿权人 探矿许可证编号 项目名称 勘查面积（平方公里） 有效期 是否抵押

1 大中矿业 T15320080702011573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

大坝沟铁矿勘探

6.50 2019.06.23-2021.06.22 否

（3）采矿权、探矿权对应储量情况

矿山名称 备案保有资源储量（万吨） 备案平均品位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文号

书记沟铁矿 7,972.16 37.49% 内国土资储备字[2010]196号

东五份子铁矿 3,032.13 31.11% 内国土资储备字[2010]89号

合教铁矿南区 3,438.81 24.52% 内国土资储备字[2006]39号

高腰海铁矿 3,019.02 30.97% 内国土资储备字[2010]133号

黑脑包铁矿3号矿体 602.92 32.55% 内国土资储备字[2010]69号

大坝沟铁矿 6,991.27 15.55% 内国土资储备字[2012]23号

周油坊铁矿 12,105.54 32.41% 国土资储备字[2017]231号

重新集铁矿 15,083.43 28.87% 皖矿储备字[2009]62号

合计 52,245.28 - -

2、土地使用权

1）已取得权利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分、子公司已取得权利证

书且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土地使用权及不动产权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面积（㎡）

土地

用途

权利终止日期

取得

方式

是否设

立抵押

1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7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4,684.78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2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8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149,610.77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3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172号 书记沟（联丰村） 117,803.69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4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90号 书记沟（联丰村） 28,835.00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5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6号 书记沟（联丰村） 4,941.50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6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12）第40103594号 书记沟（联丰村） 73,872.96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7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6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1,866.97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8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2号 书记沟 17,563.55 工业 2058.06.14 出让 是

9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5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2,463.84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10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4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1,810.14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11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302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1,080.06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12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1号 大十分村 4,050.20 工业 2058.05.15 出让 是

13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2号 大十分村 3,806.10 工业 2058.05.15 出让 是

14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3号 大十分村 33,645.40 工业 2058.05.15 出让 是

15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0号 大十分村 28,798.20 工业 2058.05.15 出让 是

16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176号 大十分村 187,425.90 工业 2058.05.15 出让 否

17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14）第40104016号 大十份子村 1,680.95 工业 2063.11.24 出让 否

18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14）第40104017号 大十份子村 3,000.41 工业 2063.11.24 出让 否

19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292 小佘太镇大十份子村 1,584.00 工业 2064.07.24 出让 否

20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14）第40104133号 大十份子村 20,335.97 工业 2064.7.24 出让 是

21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4号 书记沟（前进村） 17,456.80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22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5号 书记沟（前进村） 11,969.60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23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3号 书记沟（前进村） 19,546.68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24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12）第40103595号 书记沟（东五份子村） 118,699.35 工业 2056.02.14 出让 是

25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80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1,082.93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26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6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12,284.81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27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401 小佘太镇东五份子村 104,506.20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28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402 小佘太镇东五份子村 32,627.40 工业 2058.06.20 出让 是

29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8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2,632.76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30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7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104.83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31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173号 小佘太镇东五分村 172,924.82 工业 2058.06.19 出让 否

32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4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10,570.46 工业 2058.06.19 出让 否

33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279号 小佘太镇东五份村 817.23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34 发行人 乌前旗国用（2009）第40102175号 小佘太镇东五分村 248,214.82 工业 2058.06.19 出让 是

35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4846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

柳子工业园区

207,609.22 工业 2063.11.21 出让 是

36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4847

乌拉特前旗先锋镇黑

柳子工业园区

6,666.70 工业

2070.09.18（5

0年）

出让 否

37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3号

固阳县兴顺西镇红庆

德村

461,255.00

工业 2058.10.13 出让 否

38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1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39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2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0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3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1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4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2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5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3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6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4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77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5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1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6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2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7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4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否

48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5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49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6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0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7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1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8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2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89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3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0002090

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4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91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5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67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否

56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68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7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66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8 发行人

蒙（2019）固阳县不动产权第

0002065号

工业 2058.10.13 出让 是

59

大千博

矿业

达国用（2007）第10350号

达茂旗明安镇（黑脑

包）

444,802.00 工业 - 出让 是

60

大千博

矿业

达国用（2012）第068号

达茂旗明安镇呼格吉

乐图嘎查

63,767.81 工业 2062.07.12 出让 否

61

大千博

矿业

达国用（2012）第069号

达茂旗明安镇呼格吉

乐图嘎查

34,547.78 工业 2062.07.12 出让 否

62

大千博

矿业

达国用（2012）第070号

达茂旗明安镇呼格吉

乐图嘎查

1,512.22 工业 2062.07.12 出让 否

63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794号

霍邱县冯井镇黄虎村 205,105.00 工业 2060.12.01 出让 是

64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2号

范桥乡万前村 5,300.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65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4号

范桥乡万前村 5,340.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66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5号

范桥乡万前村 5,333.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67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1号

范桥乡万前村 5,340.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68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4342号

冯井镇黄虎村 81,048.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69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66号

冯井镇黄虎村 10,683.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70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6号

高塘镇高塘村五里庄

村

832,432.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71 金日晟

皖（2019）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8271号

范桥乡万前村 18,895.00 工业 2063.06.28 出让 否

72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3号

霍邱县马店镇溜山村 3,401.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否

73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8号

高塘镇渠东村 10,871.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否

74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9号

开发区长山村、高塘

镇渠东村、马店镇溜

山村

16,668.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是

75 金日晟 霍土国用（2015）第531号 范桥镇万前村 13,134.00 居住 2084.09.13 出让 否

76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77号

高塘镇渠东村 12,841.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否

77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569号

冯井镇黄虎村 9,968.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否

78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4416号

霍邱县马店镇溜山村 180,047.00 工业 2064.09.23 出让 是

79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3570

号

霍邱县马店镇溜山村 16,935.00 工业 2065.10.28 出让 否

80 金德威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0013184号 冯井镇黄虎村 41,626.00 工业 2063.09.06 出让 否

81 金日晟

皖（2020）霍邱县不动产权第

0013377号

范桥乡万前村、范桥

村

70,590.00 工业 2061.10.25 出让 是

82 发行人 蒙（2020）乌前旗不动产0005294号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镇

大十份子村

1,584.00 工业 2064.07.24 出让 是

2）尚未取得权利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前述已取得权利证书的土地外，发行人

子公司金日晟球团项目用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属证书，该地块系依据《安徽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用好用活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皖国土资

〔2018〕89号，2018年6月11日）办理征用，用地指标已经政府审批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