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14）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作出。 

茲載列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關於出售資產

換取西部水泥股份之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開發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截至此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郭文叁先生、王建超先生、章

明靜女士、周波先生；(ii)非執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灌

球先生、戴國良先生、趙建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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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螺水泥         股票代码：600585       公告编号：临 2015-27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关于出售资产换取西部水泥股份之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主要内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向中

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水泥”）的全资子公司出售本公司所持

有的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等陕西四家公司的100%股权，转让价款合

计为4,593,882,600港元，西部水泥将按照1.35港元/股的价格向本公司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发行3,402,876,000股新股作为支付对价。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西部水泥股东大会

以及中国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1月27日，本公司与西部水泥、华雄控股有限公司（为西部水泥之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华雄控股”）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

本公司拟向华雄控股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宝鸡众喜凤凰山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凤凰山公司”）、宝鸡市众喜金陵河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河公司”）、

乾县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乾县海螺”）以及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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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任公司（以下简称“千阳海螺”）（该等四家公司以下合称“陕西四家公司”）

之100%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4,593,882,600港元，西部水泥按照1.35港元/股的价

格，向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螺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海螺国

际”）或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发行3,402,876,000股新股作为本次交易的

支付对价。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1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上述交易事项，本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黄灌球先生因同时担任西部水泥之独立非执行董事，回避了

对上述交易的表决。本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交易的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7票，

其中赞成票7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否决票0 票；弃权票0 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按照交易标的规模以及交易金额测算，本次交易不

需要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尚需经西部水泥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中国有权之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及商务部门的审批程序。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西部水泥 

公司名称：West China Cement Limited （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47 Esplanade, St Helier, Jersey JE1 OBD 

法定代表：马维平、陈兢修 

法定股本：20,000,000英镑，由100亿股每股面值0.002英镑的普通股组成 

已发行股份：10,841,615.64英镑，由5,420,807,820股每股面值0.002英镑的普通

股组成 

企业性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2233） 

主要经营业务：水泥及熟料的生产和销售  

实际控制人：张继民 

财务状况：具体请见本公告“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收购标的

情况”相关内容。 

（二）华雄控股 

公司名称：Grand Winner Holdings Limited （华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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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代表：张继民 

法定股本：50,000美元，由50,000股每股面值1美元的普通股组成 

企业性质：投资控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陕西四家公司情况 

 1、陕西四家公司基本信息 

项  目 凤凰山公司 金陵河公司 乾县海螺 千阳海螺 

主营业务 水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

水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

水泥产品的生产

与销售 

水泥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成立时间 2009年4月 2008年10月 2009年6月 2009年2月

注册地点 陕西省

宝鸡市岐山县

陕西省

宝鸡市陈仓区

陕西省 

咸阳市乾县 

陕西省

宝鸡市千阳县

熟料产能 

（吨/日） 
4,500 4,500 4,500 4,500

水泥产能 

（万吨/年） 
380 220 220 220

   2、陕西四家公司基本财务信息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之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凤凰山公司 金陵河公司 乾县海螺 千阳海螺 合 计

资产总额  97,726   50,667  94,970  85,170   328,533 

负债总额  119,166   47,412  74,467  56,241   297,286 

净资产  (21,440)  3,255  20,503  28,929   31,247 

营业收入  47,842   27,977  31,169  33,976   140,964 

净利润  (8,045)  678  1,748  3,376   (2,24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8,396)  651  1,736  3,092   (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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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30日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之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凤凰山公司 金陵河公司 乾县海螺 千阳海螺 合  计

资产总额 99,033 51,531 94,303 85,607  330,474

负债总额 120,998  47,896 73,570 57,397  299,861 

净资产 (21,965) 3,635 20,733 28,210  30,613 

营业收入 14,158  11,459 10,690 14,398  50,705 

净利润 (525) 380 230 980  1,065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637) 538 159 954  1,014 

 

    另，本公司于2015年10月对陕西四家公司进行了增资。截至2015年10月31日，

凤凰山公司的注册资本为92,880万元，金陵河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7,237.6万元，

乾县海螺的注册资本为56,000万元，千阳海螺的注册资本为49,000万元。 

 

    （二）西部水泥情况 

     1、西部水泥简况 

     西部水泥总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主要生产及销售区域集中在陕西省

和新疆。截至2015年6月30日，西部水泥之水泥产能约为2,700万吨/年。 

     

    2、西部水泥主要股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西部水泥第一大股东为盈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西

部水泥执行董事张继民），持有西部水泥股份1,756,469,900股，占西部水泥已发行

股本约32.4%。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螺国际共持有西部水泥1,147,565,970股股

份，占西部水泥已发行股本约21.17%。 

   

    3、西部水泥主要财务指标 

西部水泥截至2014年12月31日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并经徳勤·关黄陈

方会计师行（该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之财务指标，及截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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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之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至201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6,801 1,213,808

负债总额 575,151 593,090

净资产 501,650 620,718

营业收入 388,339 169,084

净利润 3,949 317

 

    4、西部水泥对外担保情况 

西部水泥对其于2014年9月发行至2019年9月到期的4亿美元高级债券存在押

记担保。 

 

5、西部水泥委托理财情况 

序号 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万元） 

预 期 

年化收益率

理期 

期限 
起止时间 

1 西安银行 

金丝路稳健系列

（公司定向）理

财产品-稳利宝 

25,000 5.1% 1年 
2015年9月24日至

2016年9月23日 

2 蒲城农行 安心*灵动*75天 10,000 4.6% 75天 
2015年10月13日至

2015年12月28日 

3 西安银行 
鑫利盈（公司定

向）2015第45期
8,000 4.95% 71天 

2015年10月16日至

2015年12月26日 

 

6、西部水泥过去12个月增资情况 

西部水泥于 2015年 6月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螺国际定向发行新股

903,467,970股，发行结束后，西部水泥已发行股本由4,517,339,850股增加至

5,420,807,820股。 

 

四、《股权买卖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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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雄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中国西部水泥有限公司 

（二）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综合考虑陕西四家公司财务状况及业务发展前景，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陕西

四家公司100%股权的总对价为4,593,882,600港元，其中，凤凰山公司对价为

1,465,434,792港元，金陵河公司对价为 698,575,918港元，乾县海螺对价为

1,314,287,866港元，千阳海螺对价为1,115,584,024港元。 

西部水泥以向本公司或海螺国际或本公司所指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一次性发

行3,402,876,000股新股作为本次交易的支付对价，每股价格为1.35港元（西部水泥

2015年11月19日停牌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为1.45港元/股）。 

 （三）协议生效条件 

《股权买卖协议》在经中国有权之商务部门批准后生效，该交易需满足交易

交割的先决条件后进行。 

五、其他安排  

（一）涉及交易标的有关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 

（二）收购要约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26.1条，在本次交易交割发生的前提下，

本公司将按照每股1.69港元的价格向西部水泥公众股东持有的合计约20.7亿股

（不包括盈亚投资有限公司、张继民、张莉莉、马朝阳、马维平及相关股票期权

持有人的股份）发出无条件现金收购要约。同时，本公司亦将对西部水泥现有期

权发出要约。在收购要约发生的前提下，本公司就此收购要约应付的最高现金代

价约为3,519,530,000港元。有关收购要约具体情况，本公司将根据香港证监会及

香港联交所有关规定，另行在香港发布公告。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7 

本次交易完成后，陕西四家公司将由本公司直接全资子公司变更为间接附属

公司，而本公司或海螺国际或本公司其他全资子公司将合计持有西部水泥

4,550,441,970股股份，占西部水泥经扩大后已发行股本约51.57%（或占西部水泥

股票期权行权后总股本约51%），成为西部水泥的控股股东。 

考虑本公司成为西部水泥的控股股东后，陕西四家公司仍在本公司的合并报

表范围内，同时鉴于西部水泥2014年度经审计之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指标相对于本公司201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指标占比较小，因此，本次交易

对本公司合并报表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向西部水泥导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双方

的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本公司西部发展战略的实施，完善本公司在陕西区域市

场布局，改善陕甘区域市场的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股权买卖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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