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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12个月内拟归还银行借款

本息、对外投资、收购资产、矿山建设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或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④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

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含20%）。

4）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A、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B、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C、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当期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

②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

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

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

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③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

者变更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

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④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

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⑤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3）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

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制定。

2）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3）公司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 监事会应对董

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

内盈利但未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和

意见。

4）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告董事会决

议时应同时披露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证和决策

过程中，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1）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

策进行调整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2）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若需发生变动，应当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经独立

董事同意并发表明确独立意见，分别提交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和监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的方式 （即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六）合并范围内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控制的业务实

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简称 级次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享有表决权 经营范围

1 金日晟 一级 六安市 100,000 100.00% 100.00% 采矿业

2 远通拓际 一级 天津市 30,000 100.00% 100.00% 批发和零售业

3 大千博矿业 一级 包头市 1,300 100.00% 100.00% 采矿业

4 淮运金山 一级 六安市 500 100.00% 100.00% 水上运输业

5 金德威 一级 六安市 1,000 100.00% 100.00% 胶凝材料

6 大中爆破 二级 巴彦淖尔市 1,000 100.00% 100.00% 土岩爆破业

7 中晟金属球团 二级 六安市 10,000 100.00% 100.00% 铁矿球团

8 鑫日盛 二级 六安市 1,000 100.00% 100.00% 批发和零售业

上述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1、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08-06-09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

主营业务 铁矿石开采

股东情况 发行人持股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576,192.28 85,453.37 -649.21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2、天津远通拓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8-11-28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1-804

主要生产经营地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1-804

主营业务 铁矿石、铁精粉销售

股东情况 发行人持股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87,999.13 33,209.20 -61.57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3、内蒙古大千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02-11-13

注册资本 1,3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3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稀土工业园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稀土工业园区

主营业务 铁矿石开采、加工、销售

股东情况 发行人持股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18,750.88 -1,044.69 -690.72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4、安徽淮运金山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4-08-12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桃园村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桃园村

主营业务 拟从事运输业务，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发行人持股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0.19 -0.30 0.00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5、安徽省金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09-04-29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

主营业务 填充材料胶凝剂等的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 发行人持股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6,408.97 -1,631.03 -398.90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6、内蒙古大中矿业管理服务平台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0月前企业名称

为：内蒙古大中爆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2-08-01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主要生产经营地 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主营业务 土岩爆破业务

股东情况 金日晟70%，大千博3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3,240.87 2,702.67 -67.86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7、安徽中晟金属球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9-12-06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金日晟公司内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金日晟公司内

主营业务 铁矿球团产品生产、销售（筹建阶段）

股东情况 金日晟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84.02 -0.07 -0.07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8、安徽鑫日盛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 内容

成立时间 2016-09-13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霍邱县冯井镇黄虎村

主要生产经营地 霍邱县冯井镇黄虎村

主营业务 铁矿石购销，铁精粉、尾砂销售

股东情况 金日晟100%

财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0.12.31/2020年度 169.57 -434.23 -0.04

财务数据是否经过审计 经中汇会计师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备案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均围绕主营业务进行，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相

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重新集铁矿采选工程项目 270,847.00 50,200.00 发改产业[2012]543号 环审[2009]332号

150万吨/年球团工程 52,951.00 42,200.00 2018-341522-31-03-019754 皖环函[2019]834号

周油坊铁矿年产140万吨干抛废石加工

技改项目

10,558.00 10,500.00 2020-341522-42-03-011281 环审函[2020]9号

重新集铁矿185万吨/年干抛废石加工

技改项目

11,702.00 9,800.00 2020-341522-30-03-003263 环审函[2020]8号

补充流动资金 70,000.00 68,824.79 - -

合计 416,058.00 181,524.79 - -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自有或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对预先投入的

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如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投资项目的需求，不

足部分将由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的整体影响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提高，资产负债结构明显改善，

偿债能力有效提高。 由于净资产大幅提高，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能尚未完全

产生效益，净资产收益率可能在短期内有所下降。

（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公司铁精粉的采选规模将大幅提升，球团

及砂石产品的产能将得以增加，产品销售区域及客户范围进一步扩大，竞争实

力显著增强，为公司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除重大事项提示以外的其他风险因素

（一）毛利率波动风险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本公司铁精粉的生产成本波动较小，主营业务毛利率

受单价的影响。铁精粉是国际定价的大宗商品，由于铁精粉价格波动频繁，公司

存在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二）盈利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抓住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的外部机遇，铁精粉产销两旺，

球团产能重启后销售情况良好，发行人经营业绩保持了良好的成长性。 由于铁

精粉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如未来铁矿石价格出现不利变动，公司未来净

利润可能出现下滑。

（三）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本公司以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为主要客户，集中度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

向包括包钢股份、安阳钢铁、信阳钢铁、宁夏钢铁、德晟金属、众利惠农、亚新隆

顺、建龙集团、首矿大昌在内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占同期销售收入的

52.63%、63.10%和73.41%。

随着采选规模继续扩大，公司仍将积极开发优质客户，基于铁精粉、球团作

为大宗原材料及国内市场的特点，未来客户仍可能较为集中。 若部分客户生产

经营出现较大波动，可能对公司的铁精粉、球团销售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不利

影响。

（四）第三方进行基建及采矿服务风险

本公司将基建及部分采矿业务通过招标外包给第三方工程公司。如果承包

商的工作不能按时完成或未能达到公司要求，可能对公司的业务、经营业绩等

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这些承包商自身具有的经营、财务、法律等风险也可能影

响本公司的生产计划。

（五）地质结构及自然环境风险

本公司矿山的资源量是专业机构根据既有信息，结合有关知识、经验，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计算得出的，可能随着新信息或技术的出现而予以更新。 资源量

估算变动可能导致本公司矿山的开发方案发生改变，从而对公司的业务及经营

业绩构成影响。

本公司依据储量及地质状况制定开采及建设方案，但矿体的品位、形态、规

模、周围岩层及地下水状况等可能与目前勘探结果有所差异，从而对业务和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季节性波动风险

本公司采矿作业人员一部分来自省/区外，为照顾这部分人员回乡探亲，对

其一般给予一个月左右的春节假期； 同时一季度也是钢铁生产的传统淡季，由

此综合导致一季度产销量较其他季度有较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本公司经营成

果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波动。

（七）在建和拟建项目不能达到预期经营目标风险

公司目前在建和拟建项目较多，上述项目科学、合理地考虑了公司现有产

品结构以及公司的资源、能力，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对于公司产业升级

以及优化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上述项目能否达到预期经营目标会受到行

业情况、市场竞争状况、突发情况、组织管理能力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

一定的经营风险。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1、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重新集铁矿采选工程项目、150

万吨/年球团工程、周油坊铁矿年产140万吨干抛废石加工技改项目、重新集铁

矿185万吨/年干抛废石加工技改项目与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对上述项目进行

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发行人产能、满足市场需求，进一

步增强发行人竞争力，提高发行人盈利能力，保障发行人的持续稳定发展。但由

于铁矿石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项目资金投入量较大，如果项目市场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而不能按计划进行，将对发行人经营计划的实现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

2、募投项目实施后产能扩张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随着发行人募投项目的实施，发行人铁精粉、球团、

和机制砂石的生产能力将扩大。 虽然本次募投项目是发行人在对铁精粉、球团

和机制砂石市场容量、技术水平进行了谨慎分析后提出的，但如果未来市场出

现不可预料的变化，发行人仍然存在因产量增加后无法迅速占领市场而导致的

产品销售风险。

（九）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到位将使净资产有所增加，

如果净利润不能同步增加，存在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十）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128,906万股，实际控制人林来嵘、安素梅夫妇

直接及通过众兴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95,149.90万股股份，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的73.81%。 本次发行21,894万股后， 林来嵘、 安素梅夫妇仍控制本公司

63.10%的股份，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林来嵘、安素梅夫妇能够通过股东

大会行使表决权，从而对本公司实施控制和重大影响，有能力按照其意愿实施

选举本公司董事和间接挑选高级管理人员、确定股利分配政策、促成兼并收购

活动以及对本公司章程的修改等行为。因此，本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当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利益不一致时， 存在其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

性。

（十一）人力资源及管理风险

本公司处于发展阶段，未来生产经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对公司的综合管

理水平要求将随之提高。在此过程中若不能吸引、激励和留住关键人才，或若公

司的管理能力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将可能对经营业绩及未来前景构成不利影

响。

（十二）税收优惠风险

公司2017年12月11日和2020年11月19日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财政

厅、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报告期内，公司执

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公司子公司金日晟矿业2017年7月20日和2020

年10月30日获得安徽省科技厅、财政厅、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报告期内，金日晟执行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上述所

得税优惠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分别为2,538.66万元、4,437.95万元和6,

613.95万元。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期满后，如果公司不再被相关部门继续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或者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将无法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公

司未来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此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改革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54号)第三条：充填开采“三下”（建筑物下、铁路下、水体下）矿

产，资源税减征50%。 经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金日晟公司开采“三下” 矿产享

受资源税减征50%的税收优惠。上述资源税优惠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分别为

313.23万元、450.68万元和83.32万元。 2020年9月1日起，财税[2016]54号文全

文废止，上述资源税优惠政策的变动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要合同

或者协议情况如下：

（一）融资、担保类

1、综合授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授信合

同如下：

序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期末贷款余

额（万元）

1 大中矿业

民生银行大连

分行

50,000 2018.5.31-2021.5.30

1、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公高

保字第ZH18B0000057876号）；

2、大中矿业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编号：公高质字

第ZH18D0000057876号）；

3、众兴集团提供质押担保（合同编号：公高质字

第ZH18D0000057876号）；

4、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

号：ZH18B0000057876）

41,000

2 金日晟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公司

25,500 2016.8.9-2021.8.9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18信合银最保字第1873269A0143a）；

2、金日晟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编号：2018信合银

最抵字第1873269A0143b）；

24,500

3 金日晟

华夏银行合肥

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4,000 2020.8.18-2021.8.18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HF07（高保）20200013）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HF07（高保）20200014）

3,000

4 大中矿业

包头市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6,000 2020.3.2-2021.4.30

1、 众兴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

BRCB-2020-QS-ZS-001-ZB-01号）

2、林来嵘、吴金涛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编

号：BRCB-2020-QS-ZS-001-ZB-02号）

3、 安素梅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

BRCB-2020-QS-ZS-001-ZB-03号）

4、 天津鑫元盛物业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

BRCB-2020-QS-ZS-001-ZD-01号）

0

5 大中矿业

乌拉特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2020.9.30-2023.9.30 - 500

6 大中矿业

农业银行乌拉

特前旗支行

110,000 2020.11.09-2023.11.08

1、 众兴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 （合同编号 ：

15100520200001288）

2、林来嵘、安素梅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15100520200001306）

3、发行人提供书记沟采矿权和不动产抵押，大千

博提供不动产抵押、金辉稀矿提供不动产和机器

设备抵押（合同编号：15100520200001465）

14，250

7 大中矿业

中信银行呼和

浩特分行

7,800 2020.08.10-2023.08.10

1、众兴集团、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2020信银呼最高额保证合同2018年

版字第038351号、2020信银呼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年版字第038401号、2020信银呼最高额保

证合同2018年版字第038301号）；

2、金辉稀矿石英岩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 ：2020信银呼最高额抵押合同 （1.0版 ，

2013年）-2018年修订字第038302号）

7,200

2、银行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

同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借款金

额（万

元）

贷款期限 担保方式

1

平银能矿贷字

20201104第001号

大中矿

业

平安银行

天津分行

26,000 2020.11.17-2021.11.16

1、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编

号：平银能矿保字20201104第001号、002号）；

2、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编号：平

银能矿保字20201104第003号）；

3、 金日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平银能矿保字

20201104第004号）；

4、大千博以黑脑包铁矿三号矿体采矿权和高腰

海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号：平银能矿

抵字20201104第001号）；

5、大千博以机器设备抵押（合同编号：平银能

矿抵字20201104第002号）；

6、大中矿业以所持大千博100%股权质押（合

同编号：平银能矿质字20201104第001号）；

2

2020年巴借字

33-076号

大中矿

业

中国银行

巴彦淖尔

分行

35,000 2020.7.20-2021.7.19

1、大中矿业以合教铁矿南区采矿权、机器设备

提供最高额抵押 （合同编号：2019年巴最抵字

36-074号）；

2、众兴集团、林来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同

编号：2020年巴最保字33-076-A、2020年巴最

保字33-076-B）

3

2020信银呼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8年）字第

038451号

大中矿

业

中信银行

呼和浩特

分行

3,400

2020.9.16-2021.9.15

1、众兴集团、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20信银呼最高额保证合同

2018年版字第038351号、2020信银呼最高额保

证合同2018年版字第038401号、2020信银呼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8年版字第038301号）；

2、金辉稀矿石英岩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 ：2020信银呼最高额抵押合同 （1.0版 ，

2013年）-2018年修订字第038302号）

4

2020信银呼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合同

（2018年）字第

038253号

中信银行

呼和浩特

分行

3,800

5 15010120200005382

大中矿

业

农行乌拉

特前旗支

行

4,000 2020.12.24-2023.12.23 1、 发行人提供书记沟采矿权和不动产抵押，大

千博提供不动产抵押、 金辉稀矿提供不动产和

机 器 设 备 抵 押 （ 合 同 编 号 ：

15100520200001465）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编号：

15100520200001288）

3、 发行人提供机器设备抵押 （合同编号：

15100620200000942）

6 15010120200005438 2,250 2020.12.25-2023.12.24

7 15010120200005196 5,000 2020.12.14-2023.12.13

8 15010120200005202 3,000 2020.12.15-2023.12.14

9 15010120200001687 1,500 2020.4.2-2021.4.1

1、发行人以专用设备设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15100620170000435）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编号：

15100520180008683）

3、 大中矿业提供书记沟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

（合同编号：15100520180000507）

4、大中矿业和大千博提供房产、土地抵押（合

同编号：15100620190000778）

10 15010120200001753 1,500 2020.4.7-2021.4.6

11 15010120200001766 1,500 2020.4.8-2021.4.7

12 15010120200001828 2,000 2020.4.9-2021.4.8

13 15010120200001988 1,500 2020.4.23-2021.4.22

14 15010120200002001 1,500 2020.4.24-2021.4.23

15 15010120200002012 1,500 2020.4.26-2021.4.25

16 15010120200002112 1,500 2020.5.6-2021.5.5

17 15010120200002146 2,000 2020.5.7-2021.5.6

18 15010120200002201

大中矿

业

农行乌拉

特前旗支

行

1,000 2020.5.15-2021.5.14

1、发行人以专用设备设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15100620170000435）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编号：

15100520180008683）

3、 大中矿业提供书记沟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

（合同编号：15100520180000507）

4、大中矿业和大千博提供房产、土地抵押（合

同编号：15100620190000778）

5、金辉稀矿以机器设备（DNS控制系统等）提

供抵押（合同编号：15100620190000024）；

6、大中矿业以土地使用权7项、金辉稀矿以土地

使 用权 4项提 供抵 押 担保 （合同编 号 ：

15100620190000027）

19 15010120200002238 1,000 2020.5.19-2021.5.18

20 15010120200002245 1,000 2020.5.20-2021.5.19

21 15010120200002252 1,000 2020.5.20-2021.5.19

22 15010120200002270 1,000 2020.5.21-2021.5.20

23 15010120200002274 1,000 2020.5.21-2021.5.20

24 15010120200002297 1,000 2020.5.22-2021.5.21

25 15010120200002306 1,000 2020.5.22-2021.5.21

26 15010120200002414 2,000 2020.5.28-2021.5.27

27 15010120200002426 2,000 2020.5.29-2021.5.28

28 15010120200002715 2,000 2020.06.18-2021.06.17

29 15010120200002716 2,000

2020.06.18-2021-06.1

7

30 15010120200002903 2,000 2020.06.29-2021.06.28

31 15010120200002694

大 中 矿

业

农行乌拉

特前旗支

行

6,300 2020.6.16-2021.6.15

1、众兴集团、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15100520200000300）

2、大中矿业以书记沟采矿权、房产土地抵押；大

千博以房产土地抵押、 金辉稀矿以土地使用权

及 机 器 设 备 抵 押 （ 合 同 编 号 ：

15100620200000764）

32 15010120200002969 400 2020.7.03-2021.07.01 1、发行人以专用设备设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15100620170000435）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编号：

15100520180008683）

3、大中矿业以书记沟采矿权、房产土地抵押；大

千博以房产土地抵押、 金辉稀矿以土地使用权

及 机 器 设 备 抵 押 （ 合 同 编 号 ：

15100620200000764）

33 15010120200002991 400 2020.7.03-2021.07.02

34 15010120200003269 1,650 2020.07.24-2021.07.22

35 15010120200003271 2,000 2020.07.24-2021.07.23

36 15010120200003308 1,550 2020.07.27-2021.07.26

37 15010120200003385

大 中 矿

业

农行乌拉

特前旗支

行

1,500 2020.8.6-2021.8.5

1、发行人以专用设备设定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15100520180008683）

2、大中矿业以书记沟采矿权、房产土地抵押；大

千博以房产土地抵押、 金辉稀矿以土地使用权

及 机 器 设 备 抵 押 （ 合 同 编 号 ：

15100620200000764）

38 15010120200003391 1,500 2020.8.7-2021.8.5

39 15010120200003417 1,500 2020.8.7-2021.8.6

40 15010120200003459 1,500 2020.8.10-2021.8.9

41 15010120200003464 1,850 2020.8.10-2021.8.09

42 15010220210000001

大中矿

业

农行乌拉

特前旗支

行

1,500 2021.1.11-2022.1.10

1、林来嵘、安素梅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15100520200001306）

2、 发行人提供书记沟采矿权和不动产抵押，大

千博提供不动产抵押、 金辉稀矿提供不动产和

机 器 设 备 抵 押 （ 合 同 编 号 ：

15100520200001465）

43 15010220210000005 2,500 2021.1.12-2022.1.11

44 15010220210000007 1,000 2021.1.13-2022.1.12

45 15010220210000009 1,000 2021.1.13-2022.1.12

46 15010220210000011 900 2021.1.13-2022.1.12

47 15010120200005477 1,750 2020.12.28-2023.12.27

48

公借贷字

ZH2000000106235

号

大中矿

业

民生银行

大连分行

41,000 2020.9.7-2021.9.7

1、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公

高保字第ZH18B0000057876）

2、大中矿业东五分子铁矿采矿权抵押（合同编

号：公高抵字第ZH18D0000057876）

3、众兴集团以持有大中矿业12000万股股权提

供 质 押 ：（合 同 编 号 ： 公 高 质 字 第

ZH18Z0000057876）

4、林来嵘、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

号：ZH18B0000057876）

49 WH2020099

大中矿

业

交通银行

乌海分行

12,230 2020.5.11-2022.5.11

1、巴彦淖尔市金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机器

设备、 车辆、 电子设备进行抵押 （合同编号：

WHDB2020099-1）

2、金辉公司以其持有金峰化工3500万股股权提

供质押担保（合同编号：WHDB2020099-2）

3、巴彦淖尔市金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合同编号：WHDB2020099-3）

50

HHHT（2020）

HTBGXY字0001号

大中矿

业

光大银行

呼和浩特

分行

2,200 2016.6.3-2021.4.30

1、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HHHT(2016）ZGBZ字0002号）

2、林来嵘、梁宝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

号：HHHT(2016）ZGZRRBZ字0002号、HHHT

(2016）ZGZRRBZ字0003号)

51

运营部流借字2020年

0089号

大中矿

业

阿拉善农

村商业银

行

2,700 2020.9.9-2023.9.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运营

部保字2020年第0281号）

52

运营部流借字2020年

0020号

阿拉善农

村商业银

行

500 2020.11.9-2021.11.8

1、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运

营部保字2020年第0075号）、

2、大中矿业以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运营部抵字2020年第0029号）

53

运营部流借字2020年

0021号

阿拉善农

村商业银

行

3,700 2020.11.9-2022.11.8

1、大中矿业以持有内蒙古包钢还原铁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合同编号：运营部质

字2020年第0020号）

2、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编号：运

营部保字2020年第0076号）

54

乌 农 商 流 借 字

【2020】 第

C20200008号

大 中 矿

业

乌拉特农

村商业银

行

500 2020.9.27-2021.9.26

众兴集团、 林来嵘、 安素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 同编 号 ： 乌 农 商 信 保 字 【2020】 第

C20200008号）

55

2020年六中银借字

040-1号

金日晟

中国银行

六安分行

18,000 2020.7.31-2021.7.31

1、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20年六中银保字040-2号）

2、金日晟提供周油坊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2020年六中银抵字040号）

56

2020年六中银借字

040-2号

金日晟 2,000 2020.8.27-2021.8.27

57

2020信合银贷字

2073269D0298号

金日晟

中信银行

合肥分行

24,500 2020.8.14-2021.8.14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18信合银最保字第1873269A0143a号）

2、金日晟以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合

同编号：2018信合银最保字第1873269A0143b

号）

58 HF1910120200051 金日晟

华夏银行

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

区支行

500 2020.8.22-2021.8.22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HF07（高保）20200013）

2、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HF07（高保）20200014）

59 HF1910120200052 金日晟 500 2020.8.22-2021.8.22

60 HF1910120200055 金日晟 500 2020.8.22-2021.8.22

61 HF1910120200056 金日晟 500 2020.8.22-2021.8.22

62 HF1910120200057 金日晟 500 2020.8.22-2021.8.22

63 HF1910120200054 金日晟 500 2020.8.22-2021.8.22

64

2014六中银团字

001号展01号

金日晟

南洋商业

银行（中

国）有限

公司合肥

分行

6,720 2014.3.28-2022.3.28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14六中银团保字001号）

2、金日晟重新集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2014六中银抵字004号）

65

2014六中银团字

001号展01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

分行

90,150 2014.3.28-2025.3.31

1、 大中矿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14六中银团保字001号《保证合同》）

2、金日晟重新集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编

号：2014六中银抵字004号《抵押合同》）

66

2010年六中银借字

021号展01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

分行

46,000 2010.9.28-2021.9.28

1、 众兴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编号：

2010六中银保字021号《保证合同》）

2、金日晟以周油坊铁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合同

编号：2010年六中银抵字021号 《抵押合同》、

2019年六中银抵字033号《抵押合同》）

67 5427101220200232 金日晟

安徽霍邱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2020.9.3-2023.9.3

1、金日晟以名下不动产抵押（合同编号：（霍邱

农 商 ） 行 抵 字 （2020） 第

D5427101220200232）

2、金日晟总经理张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编 号 ：（霍 邱 农 商 ） 行 保 字 （2020） 第

B5427101220200232-1）

3、担保合同

（1）抵（质）押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抵押、质

押合同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合同编号 抵押人 抵押权人 抵押物 借款人

担保债务（最

高）金额

债权发生

（存续）期间

1

平银能矿抵字

20201104第001号

大千博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高腰海铁矿采矿权、

黑脑包铁矿采矿权

大中矿业 30,000

2020.11.17-

2021.11.16

2

平银能矿抵字

20201104第002号

大千博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机器设备 大中矿业 30,000

2020.11.17-

2021.11.16

3

平银能矿质字

20201104第001号

大中矿业 平安银行天津分行 大千博100%股权 大中矿业 30,000

2020.11.17-

2021.11.16

4

2019年巴最抵字

36-074号

大中矿业

中国银行巴彦淖尔分

行

合教铁矿南区采矿

权、机器设备

大中矿业 37,000

2018.11.13-

2022.5.3

5 15100520180000155

大中矿业及

其固阳分公

司、大千博

农行乌拉特前旗支行 土地、房产 大中矿业 86,000

2018.3.19-2

023.3.18

6 15100520180000507 大中矿业 农行乌拉特前旗支行 书记沟铁矿采矿权 大中矿业 86,000

2018.8.20-2

021.8.19

7 15100620190000778

大中矿业、大

千博

农行乌拉特前旗支行 土地、房产 大中矿业 86,000

2019.12.5-2

024.12.4

8 15100620190000027 大中矿业 农行乌拉特前旗支行 土地、房产 大中矿业 13,000

2019.1.5-20

24.1.4

9

公高抵字第

ZH18D0000057876

大中矿业 民生银行大连分行

东五分子铁矿采矿

权

大中矿业 50,000

2018.5.31-2

021.5.30

10

运营部抵字2020年第

0029号

大中矿业 阿拉善农村商业银行 机器设备 大中矿业 500

2020.11.9-2

021.11.8

11

运营部质字2020年第

0020号

大中矿业 阿拉善农村商业银行

包钢还原铁8.03%

股权

大中矿业 3,700

2020.11.9-2

022.11.8

12 15100620200001465 大中矿业

农业银行乌拉特前旗

支行

书记沟采矿权、大中

矿业房地产权等

大中矿业 110,000

2020.11.9-2

023.11.8

13 2014六中银抵字004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分行 重新集铁矿采矿权 金日晟 90,650

2014.3.28-2

025.3.31

14

2018信合银最保字第

1873269A0143b号

金日晟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土地使用权 金日晟 20,803.17

2016.8.9-20

21.8.9

15 2010年六中银抵字021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分行 周油坊铁矿采矿权 金日晟 67,300

2018.9.21-2

021.9.28

16 2020年六中银抵字040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分行 周油坊铁矿采矿权 金日晟

67,300

2018.9.28-2

021.9.28

20,000

2020.07.31-

2023.12.31

18 2020年六中银抵字040号 金日晟 中行六安分行 周油坊铁矿采矿权 金日晟 20,000

2020.07.31-

2023.7.31

19 15100620200000764

大中矿业、大

千博

农业银行乌拉特前旗

支行

书记沟采矿权、土地

房产、大千博以房产

土地

大中矿业 110,000

2020.6.4-20

23.6.30

20 15100620200000942 发行人

农业银行乌拉特前旗

支行

书记沟铁矿机器设

备

发行人 53

2020.08.10-

2023.08.09

21

（霍邱农商）行抵字

（2020）第

D5427101220200232

金日晟

安徽霍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不动产 金日晟 5,000

2020.9.3-20

23.9.3

22

包银通村银借高动质字

【2020】第95230001号

大中矿业

包头市高新银通村镇

银行

动产 大中矿业 2,000

2020.2.25-2

023.2.24

（2）保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签订正在履行的保证

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保证人 借款人 借款银行

担保债务金额

（万元）

保证

方式

债权发生

期间

1

平银能矿保字20201104第

004号

金日晟 大中矿业

平安银行天津

分行

30,000

连带

保证

2020.11.17-2021.11.16

2 HF07（高保）20200013 大中矿业 金日晟

华夏银行合肥

经济技术开发

区支行

4,000

连带

保证

2020.8.18-2021.8.18

3 2014六中银团保字001号

大中矿业 金日晟 中行六安分行 90,650

连带

保证

2014.3.28-2025.3.31

大中矿业 金日晟

南洋商业银行

（中国）有限公

司合肥分行

7,440

连带

保证

2014.3.28-2022.3.28

4

2018信合银最保字第

1873269A0143a号

大中矿业 金日晟

中信银行合肥

分行

25,500

连带

保证

2018.8.13-2021.8.13

（二）其他重大商务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融资类、担保类合同外，本公司正在

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金额1,000万元以上或金额不足1,000万元、 但对本公司生

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有：

1、销售合同

序号 采购方 供货方 合同期限 内容 合同金额

1 内蒙古德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 2021.3.3-2021.3.31 铁精粉销售 1,260万元

2 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 发行人 2021.3.3-2021.3.31 铁精粉销售 1,260万元

3 内蒙古亚新隆顺特钢有限公司 发行人 2021.3.10-2021.4.10 铁精粉销售 1,280万元

4 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金日晟 2021.1.1-2021.12.31 铁精粉销售 框架协议

5 安阳鑫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金日晟 2020.12.8-2021.6.30 铁精粉销售

每月10,000吨，单价

为每周62%普氏指数

（自然产生日）平均

值×央行汇率中间价

（自然产生日）平均值

6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金日晟 2020.12.21-2021.6.30 铁精粉销售 1,280万元

2、采购合同

（1）2021年1月29日，安徽金日晟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高

压辊磨机设备采购》及《技术协议》，约定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金日

晟提供一套型号为CLM200120的高压辊磨机，协议总价款为1,166万元。

（2）2020年5月26日，发行人与安徽欧卓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签订《安百拓

设备采购合同》， 合同总价款为3,750万元， 该合同期限自2020年5月26日至

2022年6月30日。

（3）2020年5月26日，安徽金日晟与安徽欧卓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签订《安

百拓设备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款为5,760万元，该合同期限自2020年5月26日

至2022年6月30日。

3、施工合同

序号 承包方/供方 发包方/需方 签署时间 内容 合同价款 合同期限

1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大中矿业球团分公司 2019年11月

烟气脱硫超低排放改造

工程EPC总承包

2,960万元 尚未完工

2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

大中矿业 2019年1月

东五分子铁矿开拓 、探

矿、采准、切割的掘进、支

护、安装及采矿工程

15,000万元

2019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3

紫阳县鑫海矿业工程

有限公司

大中矿业固阳分公司 2019年9月

固阳分公司4#地采开拓、

探矿、采准、切割的掘进、

支护、安装及采矿工程

6,000万元

2019年9月 26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4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

限公司

大中矿业 2016年1月

书记沟铁矿Ⅳ异常上部

扩能项目150万吨采矿及

开拓工程

工程价格根据

合 同 单 价 结

算。

2016年1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

4、保荐与承销协议

2019年12月，本公司与海通证券签订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保荐

协议》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承销协议》，约定由海通证券担任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的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承担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尽

职推荐和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依据协议向海通证券支付承销及保荐费用。

三、对外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结案的

重要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0472-5216664 0472-5216664 梁欣雨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021-23219000 021-63411627 王永杰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

写字楼15层

010-65846680 010-65846666 许惠劼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新业路8号华联时

代大厦A幢601室

0571-88879730 0571-88879010 林鹏飞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

1101

010-58350022 010-83428201 李旭冬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

厦20层2202

010-51716863 010-51716863 李应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广场22-28楼

0755-25938000 0755-25988122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0755-88668888 0755-82083164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日期： 2021年4月14日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1年4月19日

申购日期： 2021年4月20日

缴款日期： 2021年4月22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在本次发行承销期内，下列文件均可在本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办公

场所查阅：

（一）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和网址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除法定节假日以外）每日上午9：00-11：

00和下午2：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1、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黄河大街55号12楼

电话：0472-5216664

传真：0472-5216664

联系人：梁欣雨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电话：021-23219512

传真：021-63411627

联系人：王永杰、陈新军

投资者亦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查阅相关文件。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2日

信息披露

20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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