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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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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数量：108,742,004 股  

发行价格：4.69 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

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开始计算。  

3、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次发行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主承销商



 

的专用账户。  

2020 年 1 月 17 日，会计师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0)230001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赤峰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伍

亿零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捌元柒角陆分（RMB509,999,998.76 元）。 

2020 年 1 月 17 日，光大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划付至发行

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1 月 19 日，会计师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0)230001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止，赤峰黄金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8,742,004 股，每股发行价格 4.69 元，实际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 509,999,998.76 元，扣除承销费用合计人民币 7,000,000.00

元（含增值税），赤峰黄金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实际收到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划转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2,999,998.76 元。其中，本次新增实收资

本合计人民币壹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贰仟零肆元整 (RMB108,742,004 元整)，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交易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及批准情况  

（1）2019 年 4 月 19 日，赤峰黄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



 

关的议案。  

（2）2019 年 5 月 16 日，赤峰黄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一）>的议

案》。  

（3）2019 年 5 月 31 日，赤峰黄金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

组相关的议案。  

（4）2019 年 9 月 5 日，赤峰黄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一）>

的议案》、《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5）2019 年 9 月 11 日，赤峰黄金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三）>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标的公司的决策过程及批准情况  

2019 年 4 月 19 日，瀚丰矿业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1）赵美光、

瀚丰中兴、孟庆国将各自持有的瀚丰矿业股权转让给赤峰黄金；（2）各股

东相互放弃优先购买权。  

3、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及批准情况  

2019 年 4 月 19 日，瀚丰中兴召开合伙人会议并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方

案。  

4、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  

2019 年 11 月 5 日，赤峰黄金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赤峰

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20 号），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1、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

即 2020 年 1 月 9 日。根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

配套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4.69 元/股。  

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市场化询价情况遵循“价格

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原则合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69

元/股。  

4、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8,742,004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509,999,998.76 元，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赵美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20 号）中不超过 51,000

万元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元；股份数量：股  

序

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  获配金额  

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6,545,843 359,000,003.67 

2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321,961 99,999,997.09 

3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74,200 50,999,988.00 

合   计  108,742,004 509,999,998.76 

5、发行费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费用共计 700.00 万元。  

6、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到账和验资情况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次发行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主承销商

的专用账户。  

2020 年 1 月 17 日，会计师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0)230001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赤峰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伍

亿零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捌元柒角陆分（RMB509,999,998.76 元）。 

2020 年 1 月 17 日，光大证券将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划付至发行

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1 月 19 日，会计师出具了“众环验字 (2020)230001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1 月 17 日止，赤峰黄金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8,742,004 股，每股发行价格 4.69 元，实际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 509,999,998.76 元，扣除承销费用合计人民币 7,000,000.00

元（含增值税），赤峰黄金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实际收到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划转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2,999,998.76 元。其中，本次新增实收资

本合计人民币壹亿零捌佰柒拾肆万贰仟零肆元整 (RMB108,742,004 元整)，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四）本次股份发行登记事项的办理状况  

2020 年 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登记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22 日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

新增股份登记工作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数量为 108,742,004 股，均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 12 个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663,911,378 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

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的定价、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认购对象认购资金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2、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本次发行已获得所需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

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

价单》及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

金已足额缴纳；本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

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

《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

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需要，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4.6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08,742,00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09,999,998.76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 /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1 

银华基金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八组合  
4.69 75,053,304 351,999,995.76  12 个月  

银华基金—中信证

券—银华乐水二号

资产管理计划  

4.69 1,492,539 7,000,007.91  12 个月  

2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69 21,321,961 99,999,997.09 12 个月  

3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9 10,874,200 50,999,988.00 12 个月  

合   计   108,742,004 509,999,998.76  

注：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及“银华基

金—中信证券—银华乐水二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9 层  

法定代表人  王珠林  

统一信用公示代码  914403007109283569 

成立时间  2001 年 5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22,220 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凭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12 经营）  

（2）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 18 号国际金融大厦 8 层  

法定代表人  曲国民  

统一信用公示代

码  
91150000353045626P 

成立时间  2015 年 8 月 7 日  

注册资本  52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收购、受托经营金融企业和非

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

权；对外投资；资产管理；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东路 7000 号汉峪金

谷 A2 区 3 号楼 12 层 1201-0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济南亚阔商贸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冉慧）  

统一信用公示代

码  
91370100MA3R6C280Q 

成立时间  2019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最终获配投资者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未通过直

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亦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

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2）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出让及

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将子公司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吉隆矿业”）45%股权（简称“标的股权”）出让给内蒙古金融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内蒙古资管”），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

并约定自内蒙古资管出资之日起 36 个月内，发行人每 12 个月（分三次）

回购该部分股权，回购溢价率为 8.50%/年。  

由此可见，内蒙古资管持有吉隆矿业的股权仅系保证公司还款的一种



 

担保措施，其持有吉隆矿业股权并非以投资或经营为目的；根据双方签署

的《股权出让协议》及《股权回购协议》，内蒙古资管已将其持有的吉隆

矿业股权所对应的一般事项的表决权委托给上市公司行使，其并不参与吉

隆矿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也无法委派、选择具体的管理者，这与一般的公

司股东所享受的权利具有很大区别，其实质是一种“名股实债”方式的融

资行为。  

因此，内蒙古资管持有吉隆矿业 45.00%的股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

等情形并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利益对其进行倾斜，从实质重于形式进行判

断，内蒙古资管并不属于发行人的关联方。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重大交易情况  

除前述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吉隆矿业与内蒙古资管之间的“名股实

债”交易外，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发行对象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中国证券业协

会《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作。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

者分类标准，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

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投资者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公募基金  
是  

2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是  

3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 普通投资者  是  



 

（有限合伙）  

经核查，上述 3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独立财务顾问（主

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求。  

6、发行对象投资者私募备案核查情况  

本次申购最终获配的 3 个投资者均为机构投资者。银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认购产品为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及银华乐水二号资产管理

计划，其中银华乐水二号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确认；内蒙古资管及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为普通

机构投资者。本次认购对象无私募基金。  

7、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  

单位：元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金额  资金来源  

1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59,000,003.6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

组合、银华乐水二号资

产管理计划  

2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9,999,997.09 自有资金  

3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999,988.00 自有资金  

合   计  509,999,998.76 -- 

本次发行 3 名认购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

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

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安

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

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1 赵美光  506,106,982 32.54 

2 谭雄玉  58,485,050 3.76 

3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1,515,151 3.31 

4 周启宝  12,500,000 0.80 

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0 0.80 

6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207,764 0.46 

7 李秀满  5,084,092 0.33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国证有色金属

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884,106 0.31 

9 周述勋  4,784,900 0.31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79,700 0.28 

合计  667,347,745 42.91 

注：持股比例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上市公司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比例  

1 赵美光  506,106,982 30.42 

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5,053,304 4.51 

3 北京瀚丰中兴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51,515,151 3.10 

4 谭雄玉  42,985,142 2.58 

5 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321,961 1.28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优质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7,412,415 1.05 

7 周启宝  12,500,000 0.75 

8 玖巴巴（济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874,200 0.65 

9 深圳前海麒麟鑫隆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207,764 0.43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经典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5,415,900 0.33 

合计  750,392,819 45.10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赵美光，本次发行完

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赵美光，本次发行前后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境内自然人持

有股份  
77,272,727 - 77,272,727 

2、其他  51,515,151 108,742,004 160,257,155 

合计  128,787,878 108,742,004 237,529,882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1,426,381,496 - 1,426,381,496 

合计  1,426,381,496 - 1,426,381,496 

股份总额  1,555,169,374 108,742,004 1,663,911,378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后

上市公司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

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本公司的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将相应增加，公

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和后续融资能力将得以提升。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瀚丰矿业，上市公司将获得较为成熟的、与铜铅锌钼矿

采选业务相关的完整产业链，可以迅速扩大铜铅锌钼业务品种的规模，改

善矿产采选业务集中于黄金的情况，分散单一资源品种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增加铜铅锌钼等有色金属矿的储量规模和采

选能力，可以缓解上市公司后续资源的接续压力，增加上市公司有色金属

年产量，增加上市公司有色金属矿的储量规模。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取得瀚丰矿业所属天宝山东风矿、立山矿

的锌铅铜钼资源储量及两项探矿权；同时，瀚丰矿业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

于后续通过资源勘查、资产并购等方式充分发掘邻近地区矿产资源，增大

自身资源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对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对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

联交易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

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

立、人员独立和机构独立。本次交易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亦不会对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采购、销售、技术、商标等）对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第三方不存在重大依赖。  

（八）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未因本次非公



 

开发行发生变化，上市公司管理层稳定。  

五、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峻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254 

联系人：胡飞荣、孙宁波、谷志文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卢超军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16 楼  

电话：021-68585560 

传真：021-50829997 

联系人：徐涛、金剑  

（三）审计、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石文先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 2-9 层  

电话：027-86791215 

传真：027-85424329 

联系人：秦晋臣、杨毓  

六、备查文件 

（一）《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二）光大证券出具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赤峰吉隆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关于赤峰吉

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书》。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