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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复杂，除主要受到公司经营状况、资本结构

等基本面影响外，还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投资政策、利率政策、投资者心理、供

求关系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以上因素均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使流通股股东面临

投资风险。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复杂性，本方案能否顺利通过相关股东会议批准

存在不确定性。 

4、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所持

51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公司控股股东西宁集团承诺由其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

被代为垫付对价安排的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通或转让，

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钢向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5、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之前

（含股权登记日当日）转股而持有的股份有权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相关

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之后转股者将不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4 年修订)》和西钢转债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当未转换的西钢转债数量少于3,000 万元时，将停止西钢转债的交

易。由于截至2005 年12 月31 日公司尚有234,119,000元西钢转债在市场流通，公

司董事会提请西钢转债的持有人注意上述事项对其产生的影响。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西宁特钢全体非流通股股东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电力公司、

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吉林铁合金公司、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北京祥恒科

技有限公司、兰州炭素有限公司、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的51,979,330

股西宁特钢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即：方案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2.5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由此获得所持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除西钢集团外的西宁特钢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青海省电力公司、深圳市通利来实

业有限公司、吉林铁合金公司、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北京祥恒科技有限公司、兰

州炭素有限公司、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如下法定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西宁特钢控股股东西钢集团作出以下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方案实施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限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在国资部门许可西钢集团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前提下，才可以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

所持股份, 出售股份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出售价格将不低于5.50元／股(除权

除息相应调整)。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6 年3月2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6 年3月10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6年3月8日至3月10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2006年2月13日（T日）起停牌，最晚于2006

年2月23日（T＋11自然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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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会将在2006年2月22日（T＋10自然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

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

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公司董事会未能在2006年2月22日（T＋10自然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

的改革方案，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

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4、公司将申请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日起至改革方案实施完毕之日公

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971-5295576、5299673 

传真：0971-5218389 

电子信箱：xntg@public.xn.qh.cn 

公司网站： http://www.xntg.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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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的形式和数量 

西宁特钢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

东执行一定的对价安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2.5 股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股份总计

为 51,979,330股股份。 

2、对价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为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

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登记结

算机构规定的零股处理方法处理。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1）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

施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不转股，则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本次执行对价股

份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94,320,000 62.57 49,172,433 345,147,567 54.77 

青海省电力公司 14,000,000 2.22 1,723,534 12,276,466 1.95 
深圳市通利来实业

有限公司 5,100,000 0.81  5,100,000 0.81 

吉林铁合金公司 2,000,000 0.32 246,219 1,753,781 0.28 
包头钢铁设计研究

院 1,700,000 0.27 209,286 1,490,714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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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祥恒科技有限

公司 1,700,000 0.27 209,286 1,490,714 0.24 

兰州炭素有限公司 1,700,000 0.27 209,286 1,490,714 0.24 
青海铝业有限责任

公司 1,700,000 0.27 209,286 1,490,714 0.24 

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422,220,000 67.00 51,979,330 370,240,670 58.76 

社会公众股 207,917,319 33.00  259,896,649 41.24 

合计 630,137,319 100  630,137,319 100 

注：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共510万股已质押。

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其应承担的安排对价的股数共627,859股，西钢集团承诺由其代为

垫付。代为垫付后，其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通或转让时，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钢

向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2）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

施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转股，则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由于公司截至2005 年12月31日尚有234,119,000元可转债尚未转股，因此，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此股权分置改革中作为对价的股份总额将随着西钢转债转股

数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而公司的总股本及股本结构也将相应发生变化。假定剩余

西钢转债234,119,000元全部按照现行的转股价5.34元转股，尚可转股43,842,509

股，流通股变为251,759,828股，总股本变为673,979,828股，方案实施后，公司的

非流通股股东按照各自持股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则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前 可转债全部转股

后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执行对价股份数

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394,320,000 58.51 59,541,184 334,778,816 49.67 

青海省电力公司 14,000,000 2.08 2,086,967 11,913,033 1.77 
深圳市通利来实业 5,100,000 0.76  5,100,000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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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吉林铁合金公司 2,000,000 0.30 298,138 1,701,862 0.25 
包头钢铁设计研究

院 1,700,000 0.25 253,417 1,446,583 0.21 

北京祥恒科技有限

公司 1,700,000 0.25 253,417 1,446,583 0.21 

兰州炭素有限公司 1,700,000 0.25 253,417 1,446,583 0.21 
青海铝业有限责任

公司 1,700,000 0.25 253,417 1,446,583 0.21 

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422,220,000 62.65 62,939,957 359,280,043 53.31 

社会公众股 251,759,828 37.35  314,699,785 46.69 

合计 673,979,828 100  673,979,828 100 

注：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票共510万股已质押。

按照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其应承担的安排对价的股数共760,252股，西钢集团承诺由其代为

垫付。代为垫付后，其所持股份如需上市流通或转让时，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钢

向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1）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不转股，则方案实施后，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

安排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可上市有限售条件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１ 西钢集团 不超过5% 

 

G＋24个月 

至G＋48个月 

1、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24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上述期满后，西钢集团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占西宁特钢

总股本的比例在24个月内不超过5%，

出售价格不低于5.50元／股(除权除息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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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7% G＋48个月后  

2 
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 
3.99% G＋12个月后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转股，则方案实施后，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安

排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可上市有限售条件股

份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不超过5% 

 
G＋24个月 

至G＋48个月 

1、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24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2、在上述期满后，西钢集团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占西宁特钢

总股本的比例在24个月内不超过5%，

出售价格不低于5.50元／股(除权除息

相应调整)。 

１ 西钢集团 

49.67% G＋48个月后  

2 
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 
3.64% G＋12个月后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注：G 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5、可转债的处理 

截至2005 年12月31日,公司尚有234,119,000元可转债在市场流通，为保护可

转债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 

（1）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公司股票和可转债的

交易日，可转债持有人可按转股程序申请转股。 

（2）公司提请可转债持有人注意：可转债持有人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之

前（含股权登记日当日）转股而持有的股份有权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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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之后转股而持有的股份不能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对价。 

（3）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将会多次刊登转股提示公告。 

（4）在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触发时，公司将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执行。 

6、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1）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不转股，则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改革方案实施前 改革方案实施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

通股合计 
422,220,000 67.00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370,240,670 58.76 

1、国有法人股 394,320,000 62.57 1、国家持股 345,147,567 54.77 

2、社会法人股 27,900,000 4.43 2、社会法人持股 25,093,103 3.99 

二、流通股份

合计 
207,917,319 33.00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259,896,649 41.24 

A股 207,917,319 33.00 A股 259,896,649 41.24 

三、股份总数 630,137,319 100.00 三、股份总数 630,137,319 100.00 

（2）按照公司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的股本结构，假设剩余西钢转债在方案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全部转股，则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改革方案实施前 剩余西钢转债全部转股改革方案实施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

通股合计 
422,220,000 62.65 

一、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359,280,046 53.31 

1、国有法人股 394,320,000 58.51 1、国家持股 334,778,819 49.67 

2、社会法人股 27,900,000 4.14 2、社会法人持股 24,501,227 3.64 

二、流通股份

合计 
251,759,828 37.35 

二、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314,699,782 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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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251,759,828 37.35 A股 314,699,782 46.69 

三、股份总数 673,979,828 100 三、股份总数 673,979,828 100.00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基本面和全体股东即期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基础上，

按照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市场稳定的原则，采用流通市值不变法测算对价水平的分析

意见如下： 

流通市值不变法，是指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参考国内外同类上市公司的市盈

率、市净率水平，测算公司在全流通下的合理股价，流通股股东有可能由于非流通

股的流通而使持股市值受损，为了保证流通股持股市值在股改前后不变，由非流通

股股东来支付其差价。 

根据上述原理， 本方案对价标准的制定依据：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

变，但由于可流通股份增加，方案实施后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将低于方案实施前流

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送股的方式支付非流通股股

份流通权的对价，从而达到流通股股东在本方案实施后的利益不受损失的效果。 

1、方案实施后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 

方案实施后股票的理论价格根据市净率倍数估值的方法测算得出，即方案实施

后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等于方案实施后的市净率倍数与公司 2005 年第三季度末的

每股净资产水平的乘积。 

一般国际钢铁类上市公司市净率在 1.2－1.5倍之间是合理的，而我国钢铁企业

市净率介于 0.9－1.3倍之间，相对偏低，除了整体装备水平的因素外，我国特殊的

市场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结合国内外钢铁行业水平及已完成股改同类公司的

市净率，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理论上在全流通环境西宁特钢市

净率合理区间为 0.9－1.3倍。按 1.25倍的市净率和西宁特钢 2005年 9月 30日每

股净资产 2.80 元计算，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西宁特钢股票合理价格

3.5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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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计算 

为保证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需要下式成立 

假设： 

 R 为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

数量； 

 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为 P；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为 Q。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则 R 至少满足下式要求： 

P = Q×(1+R) 

P：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本方案中，以 2006年 2月 10日的收盘价作为 P的估值，即 P=4.28元。 

Q：方案实施后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即 3.50元； 

R：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股东所持每股

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量； 

由上述的公式可得，基准对价水平 R =0.223。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非流通股股东达成一致，为获得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而向每股流通股支付的股份数

量为 0.25股，即流通股股东每 10股可获得 2.5股的对价。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除西钢集团外的西宁特钢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青海省电力公司、深圳市通利来实

业有限公司、吉林铁合金公司、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北京祥恒科技有限公司、兰

州炭素有限公司、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如下法定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西宁特钢控股股东西钢集团作出以下承诺：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方案实施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限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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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资部门许可西钢集团减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前提下，才可以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

所持股份, 出售股份将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出售价格将不低于5.50元／股(除权

除息相应调整)。 

2、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委托公司董事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按法定承诺的限售条件对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进

行锁定。在承诺期内，非流通股股东无法通过交易系统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上述

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的履行提供了保证，有效防范了履约风险。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若非流通股股东没有履行承诺，则其他股东可以根据相关法律要求其履行承诺

事项。若非流通股股东违反承诺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其他股东可依据法律要求

其赔偿。 

西钢集团承诺如有违反承诺的出售交易，将把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

体股东所有。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承诺人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

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

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西宁特钢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

提出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权属争议、质押、

冻结情况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4,320,000 62.57 10,000万股冻结

青海省电力公司 14,000,000 2.2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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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5,100,000 0.81 510万股质押 

吉林铁合金公司 2,000,000 0.32 无 

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 1,700,000 0.27 无 

北京祥恒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0 0.27 无 

兰州炭素有限公司 1,700,000 0.27 无 

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1,700,000 0.27 无 

合计 422,220,000 67.00 无 
 

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222.00 万

股，占总股本的 67.00%，占全体非流通股总数的 100.00%，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

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 

在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 8家非流通股股东中，除西钢集团和深圳市通

利来实业有限公司以外，其他 6家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没有权属争议，不存

在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西钢集团持有的39,432万国有法人股中的10,000

万股被司法冻结，其中4,000万股冻结期限2005年7月4日----2006年7月3日，6,000

万股冻结期限为2005年11月1日----2006年10月31日。西钢集团所持股份冻结情况

不影响西钢集团支付对价，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构成影响。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

限公司所持51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为保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西钢集团

同意先行代为垫付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代为垫付

后，其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或转让时，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钢向交易

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因此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也不构成影响。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面临审批不确定及不能及时得到批复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股东执行对价安排应当在

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文件并公告。因此，

本方案能否取得国资管理部门批准和能否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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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公司将积极与国资管理部门解释和沟通方案设计及对价情况，

以尽早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复。如国有股东执行对价安排未能按期取得国资管理

部门的批复，则公司董事会将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2、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若西宁特钢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西宁特钢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将会产生无

法安排对价的风险。为规避此风险，西钢集团承诺：若在改革方案实施前，其他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发生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使其无法支付对价时，为

保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西钢集团同意先行代为垫付该股东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代为垫付后，该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

市流通时，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钢向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

申请。截至本改革说明书公告日，深圳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所持510万被质押，

为保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西钢集团同意先行代为垫付深圳市通利来实业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代为垫付后，深圳

市通利来实业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时，应征得西钢集团同意，并由西宁特

钢向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同时，鉴于西钢集团持有公司的10,000万股国有法人股目前已被司法冻结，西

钢集团所持有的其他西宁特钢国有法人股未存在冻结、质押、托管的情形,为保证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西钢集团承诺在西宁特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

采取必要措施，对该部分股份进行保护，不对其进行质押、托管，并使其免受任何

潜在的诉讼、索赔等的影响，以保证在西宁特钢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前述冻结不

会影响西宁特钢的股权分置改革，不会影响向西宁特钢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能力。 

3、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决定因素复杂，除主要受到公司经营状况、资本结构等基

本面影响外，还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投资政策、利率政策、投资者心理、供求关

系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以上因素均会引起股票价格的波动，使流通股股东面临投资

风险。为此，公司将坚持既往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与投资者

保持实时沟通，坚持“三公”原则，以尽量减少股价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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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面临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复杂性，本方案能否顺利通过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存在不确

定性。为使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顺利通过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公司及非流通股股

东将通过尽可能多的方式与投资者沟通，以最大程度地达到各投资者利益的平衡。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 聘请保荐机构与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庆阳 

保荐代表人：沈红 

项目主办人：梅志敏、吴楠、张爱京 

联系电话：021－68405072 

传    真：021－68405662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357号通茂大厦20层 

律师事务所：辉湟律师事务所 

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西关大街28号建设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朱林 

联系电话：0971－4390906 

传真：0971－6119483 

（二）保荐意见结论 

作为西宁特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恒泰证券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发

表的保荐意见建立在以下假设前提下：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各方所提供的资料和说明真实、准确、完整；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有关各方做出的相关承诺得以实现； 

3、公司所属行业的国家政策及市场环境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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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其他人力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5、相关各方当事人全面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在此基础上，恒泰证券出具以下保荐意见： 

西宁特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

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

[2005]86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西宁特钢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合理。恒泰证券愿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西宁特钢实

施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三）律师意见结论 

辉湟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西宁特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西宁特钢及其非流通股

股东具备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与条件，且已经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了

现阶段所需履行的授权与批准程序，西宁特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在获得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和上交所同意后实施不存在法律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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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西宁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之盖章页] 

 

 

 

 

 

西宁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0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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