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ST 地矿

公告编号：2020-087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地矿”或“公司”）基于总体战略规划，为
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以现金443.6668万元收购控股子公司北斗天地股份有
限公司（“北斗天地”或“标的公司”）部分少数股东持有的北斗天地合计1.64%
股权。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20年12月25日，公司与北斗天地少数股东黄昱宾先生签署《黄昱宾与山东
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1.31%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
现金3,549,335元收购黄昱宾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1.31%股权（即1,438,849股股
份）；公司与北斗天地少数股东刁宗伟先生签署《刁宗伟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0.33%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887,333元收
购刁宗伟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0.33%股权（即359,712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持有北斗天地的股权由 66.71%提高至 68.35%，合计持有北斗天地股份
75,183,644股。
本次交易金额合计443.6668万元，十二个月内发生与北斗天地相关的同类交
易金额合计3,923.837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4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黄昱宾
身份证号：14020219801004****
住所：天津市河北区
就职单位：陕西瑞利佳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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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昱宾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和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刁宗伟
身份证号：61011119751129****
住所：西安市灞桥区
就职单位：陕西非凡时尚百货商贸有限公司
刁宗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和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黄昱宾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 1.31%股权（即 1,438,849
股股份）、刁宗伟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 0.33%股权（即 359,712 股股份）。
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5569854070
3.法定代表人：亓玉浩
4.注册资本：11,000万元
5.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6.成立日期：2010年08月03日
7.住所：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西部大道2号企业一号公园9号
8.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安防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
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
片及产品制造；导航终端制造；电气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导航终端销售；
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
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卫星通信服务；卫星导航服务；
物联网应用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
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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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前后股权比例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6.71%；济南汇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8.35%；济南汇

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8.81%；陕西省义禧循

中新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8.81%；陕西省义禧循

环经济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

环经济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

股 2.58%；张元刚持股 2.35%；陕西星月网络

股 2.58%；张元刚持股 2.35%；陕西星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持股 1.70%；和平文化发展集团

通信有限公司持股 1.70%；和平文化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68%；临邑县阳光实业有限公

有限公司持股 1.68%；临邑县阳光实业有限公

司持股 1.64%；刘愿持股 1.50%；杨木易持股

司持股 1.64%；刘愿持股 1.50%；杨木易持股

1.41%；郭斐、董桂高、黄昱宾持股 1.31%；

1.41%；郭斐、董桂高持股 1.31%；冯建持股

冯建持股 1.28%；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持股

1.28%；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持股 1.00%；

1.00%；张钺持股 0.85%；陕西睿成教育科技

张钺持股 0.85%；陕西睿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持股 0.65%；杜瑾持股 0.63%；杨林、 持股 0.65%；杜瑾持股 0.63%；杨林、逯峰持
逯峰持股 0.59%；郑武平持股 0.39%；孙厚清 股 0.59%；郑武平持股 0.39%；孙厚清持股
持股 0.35%；刁宗伟持股 0.33%；陈硕持股

0.35%；陈硕持股 0.30%；彭继国持股 0.2%；

0.30%；彭继国持股 0.2%；陕西鼎瀚企业管理

陕西鼎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18%；郑涛

有限公司持股 0.18%；郑涛野持股 0.07%；王

野持股 0.07%；王彬、李小强、安骁杰持股

彬、李小强、安骁杰持股 0.05%；马明持股

0.05%；马明持股 0.04%；武宏博、刘腾持股

0.04%；武宏博、刘腾持股 0.03%；薛利明持

0.03%；薛利明持股 0.02%；潘建邦、于仁普、

股 0.02%；潘建邦、于仁普、齐帅先持股 0.01%

齐帅先持股 0.01%

（四）财务状况
北斗天地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757.22

48,424.97

负债总额

30,277.05

33,852.91

净资产

15,480.17

14,572.06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431.06

22,588.07

净利润

1,381.99

6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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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北斗天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
的条款。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北斗天地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评估结果 27,134.67 万元为基础，确定收购黄昱宾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 1.31%
股权（即 1,438,849 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3,549,335 元；收购刁宗伟先生持有的
北斗天地 0.33%股权（即 359,712 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887,333 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作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协商
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拟现金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 0398 号）及资产评估说明。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黄昱宾、刁宗伟
受让方:山东地矿
（二）标的股权
黄昱宾先生持有的北斗天地 1.31%股权（即 1,438,849 股股份）和刁宗伟先
生持有的北斗天地 0.33%股权（即 359,712 股股份）。
（三）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并确认，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所载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 27,134.67 万元。
基于标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双方确认本次收购黄昱宾先生持有的北斗天
地 1,438,849 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 3,549,335 元；收购刁宗伟先生持有的北斗天
地 359,712 股股份的转让价款为 887,333 元。
（四）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双方同意并确认，以协议约定的标的股权交割全部条件满足为前提条件，受
让方应于交割日后 1 个工作日将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
以现金形式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因转让方原因导致无法付款的情况除
外）。因转让方提供账号错误导致受让方无法完成支付或因此受到损失的，由转
让方承担所有责任并承当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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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的股权交割安排
1.双方同意并确认，双方应在协议生效后及时确定具体日期为交割日（交割
日不应迟于协议签订后 2 个工作日）。
2.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交割以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为前提条件：
（1）协议
生效；
（2）标的股权不存在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其他争议或者被司法冻结等
权利受限情形、第三方权利负担或其他限制标的股权转让情形；
（3）转让方不存
在下列情况：下落不明（含宣告失踪）、死亡（含宣告死亡）、突发重大疾病不能
正常表达意志或发生重大经济纠纷、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作为被执行人案
件进入执行程序、离婚、发生继承、破产事件或被司法机关依法调查或限制人身
自由的、转让方股权存在出资瑕疵；
（4）目标公司标的股权转让至受让方名下的
股东名册修订完毕。
3.双方同意并确认，双方应自协议生效日起即开始办理标的股权交割有关手
续，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向受让方移交其保有和掌管的关于目标公司和标的股权
的有关文件、资料、印鉴等（如适用），协助配合目标公司工商（备案）。
4.转让方同意个人所得税需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由受让方代扣代缴，具体税
务事宜以转让方出具的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声明为准。
5.双方同意并确认，标的股权对应的权利和义务自交割日起转移至受让方，
即自交割日起，受让方成为标的股权的股东，依法享有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各
项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六）生效条件
双方同意并确认，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并以最后取得本条
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或豁免之日为生效日：
1.协议经转让方签字并摁手印，受让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司公章；
2.标的股权的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
（1）有权国资监管机构或其授权单位对标的股权协议转让的批准；
（2）受让方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北斗天地作为公司重要的权属公司，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从
事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属于国家战略支持类产业，国家发改委等正大力推进矿山
智能化建设，北斗天地拥有行业技术和人才优势，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公司通
过收购北斗天地部分少数股东股权，将进一步增强对北斗天地的管控力度，有助
于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斗天地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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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黄昱宾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1.31%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二）《刁宗伟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0.33%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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