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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99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23—04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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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印发的《监管规则适用

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前次资金募集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89 号）核准，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5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1,490,475,24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4,635,377,999.51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8,458,040.5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596,919,958.92 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7）验字第

60468092_H02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4,596,919,958.92 元已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汇入公司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简称“工行上杭支行”）开

立的（账号：1410030129002098997）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均已销户。 

（二）2018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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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证监许可[2019]1942 号）核准，本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

社会公开增发不超过 34 亿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截至 2019 年 11 月 21 日止，公司

该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46,041,055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4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997.5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52,572,030.1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47,427,967.43 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19）验字第

60468092_H01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7,847,427,967.43 元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分别汇入本公司于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简称“国开行福建省分行”）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5101560031992820000）、于工行上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户（账号：1410030129002134021）、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杭支行(简称

“建行上杭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5050169730700000950）。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2018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余额的为人民币 0.00 元，相关募集资金

账户均已销户。 

（三）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2613 号) 核准，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6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5 年。该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0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

荐费用人民币 27,000,000.00 元，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

5,973,000,000.00 元，扣除律师费、会计师费用、登记费、资信评估费、信息披露费用

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486,970.48 元，加上承销保荐费、律师费、会计师费用、

登记费、资信评估费、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人民

币 1,772,037.7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970,285,067.25 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0468092_H01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 5,970,285,067.25 元已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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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在工行上杭支行开立的（账号：1410030129002143672）募集资金

专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的余额为

人民币 111,423.91 万元。 

（四）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

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合计金额人民币 459,731.50 万元与募集资金初始净额人民币 459,692.00 万元存在差异

为人民币 39.50 万元，出现此差额的原因是公司在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之前使用非募集资金向中介机构支付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专

户初始金额 

募集资

金专户

余额 

备注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002098997 - - 已销户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简称

“紫金铜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岩古蛟

支行 

1410030329100009793 10,510.22 - 已销户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杭支行

（简称“农行上杭

支行”） 

13740101040016314 187,038.21 - 已销户 

金山（香港）国际矿业有

限公司（简称“金山香

港”） 

农行上杭支行 13740114048400059 38,132.75 - 已销户 

穆索诺伊矿业简易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穆索诺

伊公司”） 

农行上杭支行 13740114048400042 97,947.25 - 已销户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杭支行（简

称“兴业银行上杭

支行”） 

175010100100093303 126,103.07 - 已销户 

紫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

（简称”紫金国际”）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19002111021 - - 已销户 

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多宝山

铜业”）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19002111145 - - 已销户 

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

司（简称“黑龙江紫金铜

业”）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002110601 - - 已销户 

合计 459,73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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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39.50 万元，该部分发行费用在募集资金初始净额计算中已扣除但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扣除。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上述专户均已销户。 

（五）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8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人民币 784,400.00 万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784,742.80 万元存在差异为

人民币 342.80 万元，该差异为：（1）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中尚未支付除承销保荐费以外的其它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2）公司在收到公开增发募集资金之前使用非募集资金向保荐机构支付发行费用 94.34 万元（不含

增值税），该部分发行费用在募集资金净额中已扣除，但未从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中扣除；（3）募集资金专户

初始金额已扣除承销费用及剩余保荐费用的增值税，但计算募集资金净额时未扣除增值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上述专户均已销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专户

初始金额 

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 
备注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开行福建省

分行 
35101560031992820000 350,000.00 - 

已销

户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002134021 350,000.00 - 

已销

户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建行上杭支行 35050169730700000950 84,400.00 - 

已销

户 

合计 784,4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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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在专户中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募集资金专

户初始金额 

A 

截止至 2022年

12月 31日募

集资金专户转

入金额 

B 

截止 2022年

12月 31日募

集资金专户转

出金额 

C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已

投入募投项

目金额 

D 

利息收入、

汇兑损益、

扣除手续费

支出 

E 

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F=A+B-C-

D+E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002143672 597,300.00 -  584,644.86  -  944.29  13,599.43 

金山香港（注 1）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900046452 - 298,644.86  10,602.30  234,878.66  6,439.11  59,603.0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上杭支行 13740101040020985 - 218,000.00  219,355.03  - 1,355.03  - 

金山香港（注 1） 农业上杭支行 13740114048400117 - 219,355.03  183,127.05  36,228.15  0.46  0.29 

Cukaru Peki B.V. （注 1） 

中国银行（卢森堡）

有限公司鹿特丹分

行 

NL13BKCH20025043

69 
- 183,127.05  183,126.87  - (0.18) - 

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注 1） 

中国银行（塞尔维

亚）有限公司 

RS3538502020500038

2591 
- 183,126.87  -  183,126.86  (0.01) -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上杭支行 175010100100154112 - 68,000.00  65,665.28  2,334.72  685.39  685.39 

黑龙江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上杭支行 175010100100154743 - 65,665.28  65,665.28  - 3.29  3.29 

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上杭支行 175010100100154356 - 65,665.28  60,900.95  5,797.75  1,033.42  - 

多宝山铜业 兴业银行上杭支行 175010100100175908 - 60,900.95 - 25,848.15 452.57 35,505.37 

奥罗拉金矿有限公司（简称“奥

罗拉”）（注 1） 
工行上杭支行 1410030129900077347 - 10,602.30 - 8,600.96 25.79 2,027.13 

合计（注 2） 597,300.00 1,373,087.62  1,373,087.62  496,815.25  10,939.16  111,423.91  

注 1：金山香港、Cukaru Peki B.V. 、塞尔维亚紫金矿业、奥罗拉的募集资金专户为美元户，公司使用人民币募集资金购买美元增资金山香港，折算汇率按 1 美元兑人民币 6. 4674

元计算。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金山香港工行上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美元 8,557.99 万元，折合人民币 59,603.01 万元；金山香港农行上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美元 0.04 万元，折合人民币 0.29 万元；Cukaru Peki B.V.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塞尔维亚紫金矿业中国银行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奥罗拉工行上杭支行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美元 291.06 万元，折合人民币 2,027.13 万元。 

注 2：募集资金专户初始合计金额人民币 597,300.00 万元与募集资金初始净额人民币 597,028.51 万元存在差异为人民币 271.49 万元，该差异为：（1）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中尚

未支付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2,700.00 万元（含增值税）以外的其它发行费用人民币 448.70 万元（含增值税）；（2）募集资金专户初始金额未扣除承销保荐费及其它发行费

用的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人民币 177.21 万元，但计算募集资金净额时已扣除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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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59,731.5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68,400.29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68,400.2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8,790.00 2017 年： 226,183.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7.14% 2018 年： 130,200.64 

  2019 年： 112,015.97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截止日”）募

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注 2）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一、刚果（金）科 卢

韦齐（Kolwezi） 铜

矿建设项目 

（注 1） 

一、刚果（金）科 

卢韦齐（Kolwezi）

铜矿建设项目 

323,118.21 244,328.21 252,199.03 323,118.21 244,328.21 252,199.03 7,870.82 
2019 年 6

月 30 日 

2 

二、紫金铜业生产末

端物料综合回收扩

建项目 

二、紫金铜业生产

末端物料综合回收

扩建项目 

10,510.22 6,846.40 6,846.40 10,510.22 6,846.40 6,846.40 -    
2018 年 6

月 30 日 

3 三、补充流动资金 三、补充流动资金 126,103.07 126,103.07 126,193.43 126,103.07 126,103.07 126,193.43 90.36 不适用 

4  
四、黑龙江紫金铜

业有限公司铜冶炼
- 78,790.00 79,382.07 - 78,790.00 79,382.07 592.07 

2019 年 8

月 18 日 



7 

项目（注 1） 

5  
五、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 3,663.82 3,779.36 - 3,663.82 3,779.36 115.54 不适用 

 合计 459,731.50 459,731.50 468,400.29 459,731.50 459,731.50 468,400.29 8,668.79  

注 1：有关变更项目的说明见“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注 2：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孳生的利息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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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84,742.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84,777.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84,777.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9 年： 784,777.68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截止日”）募集

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注）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收 购 Nevsun 

Resources Ltd.100%

股权项目 

收 购 Nevsun 

Resources Ltd.100%

股权项目 

784,742.80 784,742.80 784,777.68 784,742.80 784,742.80 784,777.68 34.88 不适用 

注：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孳生的利息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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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7,028.5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96,815.2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96,815.2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7,045.30 2020 年： 184,277.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90% 2021 年： 270,216.65 

  2022 年： 42,321.4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截止日”）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注 2）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刚果（金）卡莫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Kamoa-Kakula 铜

矿项目（注 1） 

刚果（金）卡莫阿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Kamoa-Kakula 铜

矿项目 

311,028.51 233,983.21 234,878.66 311,028.51 233,983.21 234,878.66 895.45 2021 年 5 月底 

2 

塞尔维亚紫金矿

业有限公司 Timok

铜金矿上部矿带

采选工程（注 3） 

塞尔维亚紫金矿

业 有 限 公 司

Timok 铜金矿上

部矿带采选工程

（注 3） 

218,000.00 218,000.00 219,355.01 218,000.00 218,000.00 219,355.01 1,355.01 2021 年 10 月中旬 

3 

黑龙江铜山矿业

有限公司铜山矿

采矿工程项目 

黑龙江铜山矿业

有限公司铜山矿

采矿工程项目 

68,000.00 68,000.00 33,980.62 68,000.00 68,000.00 33,980.62 (34,019.38) 2024 年 1 季度末 

4  

圭亚那奥罗拉金

矿地采一期工程

项目（注 1） 

- 77,045.30 8,600.96 - 77,045.30 8,600.96 (68,444.34) 2026 年 7 月 

 合计 597,028.51 597,028.51 496,815.25 597,028.51 597,028.51 496,815.25 (100,2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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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有关变更项目的说明见“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注 2：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Timok 铜金矿上部矿带采选工程的实际投资总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募

集资金专户存款孳生的利息及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铜山矿采矿工程项目、圭亚那奥罗拉金矿地采一期工程项目的募集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陆续投

入。 

注 3：塞尔维亚 Rakita 勘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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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经公司 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和 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更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对科卢韦齐（Kolwezi）铜矿项目预计剩余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74,040.35 万元和利息人民币 4,749.65 万元，合计人民币 78,790.00 万元募集资金

进行变更，由公司以向全资子公司逐级增资的方式投入到“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

公司铜冶炼项目”，具体途径如下：公司向全资子公司紫金国际增资，再由紫金国

际向其全资子公司多宝山铜业增资，最终由多宝山铜业向其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紫

金铜业增资。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核查意见》，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经公司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12 次临时会议、第

七届监事会 2021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多宝山铜业吸收合并铜山矿

业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 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

债券募投项目之一的“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铜山矿采矿工程项目”的实施主

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多宝山铜业，该

项目其他事项均不变，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

意见》，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经公司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77,045.30 万元（含利息），变更投

入到“圭亚那奥罗拉金矿地采一期工程项目”，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奥罗拉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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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具了《关于紫金矿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变更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项目转让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项目转让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1、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在前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55,621.97 万元。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事项，已经于公司

2017 年 7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 11 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7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出具了《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17）专字第 60468092_H03 号）。截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置换工作实施完毕。 

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1 
刚果（金）科卢韦齐（Kolwezi）

铜矿建设项目 
386,188.09 323,118.21 52,560.34 52,560.34 

2 
紫金铜业生产末端物料综合回

收扩建项目 
22,839.14 10,510.22 3,061.63 3,061.63 

合计 409,027.23 333,628.43 55,621.97 55,621.97 

注：刚果（金）科卢韦齐（Kolwezi）铜矿建设项目的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是以美元结算，合计7,658.17万

美元，以2017年5月31日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8633元计算，折合人民币52,560.34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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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在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936,330.60 万元。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事项，已经于公司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4 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9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对公司截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

了专项审核，并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出具了《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19）专

字第 60468092_H06 号）。 

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1 
收购 Nevsun Resources Ltd.100%

股权项目 
936,330.60 784,742.80 936,330.60 784,742.80 

注：根据公司与Nevsun Resources Ltd.于2018年9月签署的《收购执行协议》，公司收购Nevsun Resources 

Ltd.100%股权交易金额为185,849.94万加元，按2018年12月2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加元兑换5.0381元人民币折算，折合人民币936,330.60万元。 

3、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在前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 125,139.52 万元。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相关事项，已经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20 年第 23 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 2020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

审核，并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出具了《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0)专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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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68092_H07 号）。 

前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自筹资金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

换金额 

1 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 
516,350.74 311,028.51 87,266.50 87,266.50 

2 塞尔维亚 Rakita 勘探有限公司

Timok 铜金矿上部矿带采选工程 
336,197.73 218,000.00 35,538.30 35,538.30 

3 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铜山矿

采矿工程项目 
94,751.15 68,000.00 2,334.72 2,334.72 

合计 947,299.62 597,028.51 125,139.52 125,139.52 

注：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Kamoa-Kakula铜矿项目的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以美元结算为13,197.60

万美元，以2020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

6.61元计算，折合人民币87,266.50万元。塞尔维亚Rakita勘探有限公司Timok铜金矿上部矿带采选工程的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以美元结算为5,374.58万美元，以2020年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61元计算，折合人民币35,538.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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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三年实现效益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三年实现效益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6 年度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注 1）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注 2）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1 
一、刚果（金）科卢韦齐

（Kolwezi）铜矿建设项目 
100% 

项目达产后，年均创造税后净

利润 7,813.90 万美元 
103,824.64 242,353.67 180,172.11 638,331.68 是 

2 
二、紫金铜业生产末端物

料综合回收扩建项目 
83% 

项目改扩建完成达到 5,000 吨/

年铜阳极泥处理能力后，年实

现净利润 7,186.75 万元 

6,135.57 7,574.88 9,110.64 35,901.62 是 

3 三、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四、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

公司铜冶炼项目 
99% 

项 目 年 平 均 利 润 总 额 为

47,528.70 万元 
6,665.30 31,996.39  48,852.14  81,825.82 否（注 3） 

5 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3：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铜冶炼项目于2019年9月投料试生产，投产开始工艺规模已达到设计产能。2020年、2021年受卫生政策影响，国内铜精粉供应不足，进口 

铜精矿数量增加，受国际铜精矿价格波动影响，进口铜精矿生产阴极铜的利润较低，导致项目实际运行经济效益低于承诺效益。2022年已达到设计产能规模。 

  



16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注 3）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1 
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

司 Kamoa-Kakula 铜矿项目 
98% 

项目达产后，年均收入 141,362.60

万美元，年均净利润 61,862.30 万

美元 

不适用 176,159.33 464,591.37 640,750.70 是（注 4） 

2 

塞尔维亚 Rakita 勘探有限公

司 Timok 铜金矿上部矿带采

选工程（注 1） 

65% 

项目达产后，年均收入 54,350.60 万

美元，年均净利润 27,148.60 万美

元 

不适用 237,204.58 433,606.70 670,811.28 是（注 1） 

3 
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铜

山矿采矿工程项目（注 2）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收入 42,300.00 万

元，年均净利润 12,227.18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2） 

4 
圭亚那奥罗拉金矿地采一期

工程项目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均实现营业收入

24,089.50 万美元，年均净利润

8,273.90 万美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5） 

注1：塞尔维亚Rakita勘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塞尔维亚紫金矿业有限公司Timok铜金矿上部矿带采选工程，已于2021年10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22年，该项目产铜11.1万吨，产金4.73吨。 

注2：黑龙江铜山矿业有限公司铜山矿采矿工程项目目前处于项目建设期，预计于2024年1季度末之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注3：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4：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Kamoa-Kakula铜矿项目一期已于2021年5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年，该项目产铜33.35万吨。 

注5：“刚果(金)卡莫阿控股有限公司Kamoa-Kakula铜矿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变更投入到“圭亚那奥罗拉金矿地采一期工程项目”事项的审议程序已完成，圭亚那奥罗拉金矿地采

一期工程项目预计于2026年7月达到预定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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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4 日

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

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0 万元（含 190,000.00 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的 2016 年

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独立

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意见。详

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在上交所及公司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3）。 

上述授权到期后，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含 150,000.00 万

元）的部分暂时闲置的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发表了同意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5 日在上交所及公司网站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7）。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无尚未到期的投资理财金额。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紫金铜业生产末端物料综合回收扩建项目已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节余人民币 3,764.73 万元（含利息收入）；紫金矿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行上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利息收入人民币 14.63 万元。上述节余资

金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均已完成，经公司 2019 年第 16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 0.82%，低于

募集资金净额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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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前次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

集资金。本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