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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6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 16 号》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山煤电”）拥有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山煤电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指山西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导致山西省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通过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西山煤电

54.40%的股份。 

本次收购已获得山西省国资委批准。  

本次划转完成后，收购人在西山煤电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比例超过 30%，触发了全面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

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次划转后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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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国投运营 指 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西山煤电、上市公司 指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书 指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报告书摘要 指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焦煤集团 指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 /本次划转 指 

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有的西山煤电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全部划转至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实施完成后，国投运营通过焦煤集团

间接持有西山煤电 1,714,215,108 股 A 股流通股股份（占

西山煤电总股本的 54.40%） 

国有股权划转通知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

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 号）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近三年 指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公司章程》 指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太钢集团 指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指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能交投 指 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太重集团 指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万家寨集团 指 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同煤集团 指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旅集团 指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大地公司 指 山西大地环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山投集团 指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 指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时代公司 指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 指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煤集团 指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晋能集团 指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国控集团 指 山西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建投 指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条山集团 指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汾酒集团 指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投集团 指 山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煤集团 指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新集团 指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集团 指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交投集团 指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经贸投 指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路桥集团 指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太钢不锈 指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山焦集团 指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 指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焦盐化 指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化 指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南风化工 指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煤业 指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漳泽电力 指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煤业 指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化工 指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太化集团 指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化股份 指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潞安环能 指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蓝焰控股 指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国电 指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通宝能源 指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汾酒 指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能源 指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山煤国际 指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维华邦 指 山西三维华邦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三维 指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经建投 指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 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狮头股份 指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明国际 指 大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京能电力 指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新融宇集团 指 新融宇集团（控股）控股有限公司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00 万元 

住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 91 号（山西省太原市转型综改示范

区内） 

法定代表人 王俊飚 

成立日期 2017 年 7 月 27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MA0HL5WN2L 

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山西省国资委拥有其 100%股权。 

通讯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 91 号（山西省太原市转型综改示范

区内） 

联系电话 0351-7659500 

经营范围 根据授权，负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及相关业务；国有股权持有、

投资及运营；资产管理及债权债务重组；企业重组及产业并购组

合；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重大经济建

设项目投融资；投资咨询；产业研究；金融研究；财富管理；物

业服务；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经审批的非银行

金融服务业项目运作；经批准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

产投资与运营活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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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山西省国资委代表山西省政府授权收购人对所

出资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山西省国资委为收购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国投运营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收购人控股企业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投运营直接控制的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直接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太原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647,928.94 100.00 

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坯、

钢锭、生铁、轧辊、铁合金、焦化产

品、耐火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

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建筑材料、电

子产品、冶金机电设备、备品备件；

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建筑工程、

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施工；食品经

营、住宿服务，餐饮宾馆等服务业；

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

的进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

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国家实行专项

审批的项目除外）对采矿业、制造业、

建筑业、房地产、技术服务和地质勘

查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

机软件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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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67,639.32 100.00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

煤炭销售；机械修造；批发零售钢材、

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道路

货物运输；汽车修理；种植业；养殖

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

范围仅限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取

得相关特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

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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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703,464.1

6 
65.17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

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工业设备

（含锅炉、电梯）安装、租赁，特种

设备安装；生铁冶炼；建材生产；仪

器仪表制造、维修；专网通讯，基础

电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饮用水供水及工业用水生产、销

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造林

绿化、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房

地产开发；食品经营、住宿服务、文

化娱乐服务；医疗服务；地质勘查，

地质水文勘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

中，按许可证、特行证经营，而证件

又直接核发给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

仅限相应持证单位经营，其他单位不

得经营）；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物业服务；污水

处理；供暖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煤

炭洗选加工；矿山救护服务及专业人

员培训；仪器仪表的检测服务；房屋、

机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疗

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资产

管理；自备铁路的维护；会议、会展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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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58,037.23 54.03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限分支机

构)、矿石开采；煤炭加工；煤层气开

发；建筑施工、建设工程，建筑安装、

勘察设计；物资供销；铁路运输；道

路货物运输；煤气、电力生产，燃气

经营、发电业务（仅限分支机构）；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房地产经

营；矿石加工；食品经营、住宿服务、

文化娱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机

械修造；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

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

制品、服装、劳保用品、矿灯；广告

制作；印刷品印刷；消防技术服务、

医疗器械经营，消防器材，医疗器械

经营，修理、销售；汽车修理（仅限

分支机构）；种植，动物饲养场、养

殖（除国家限制禁止种养的动植物）；

园林绿化工程；本企业自产的磁材、

铝材、玛钢件、服装的出口，进口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禁

止或者限定的技术和商品除外）；房

屋、场地及机械设备租赁；制造、加

工、销售煤矿机械配件、橡胶制品、

输送带、升降带、带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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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419,881.60 100.00 

煤炭的生产、销售；住宿、餐饮服务；

印刷；游泳室内场所服务；木材经营

加工；（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汽油、柴油零售（限分支机构

经营）。风化煤、焦炭、建材、化工

产品（危化品除外）、镀锌铅丝、水

泥预制构件、电装制品、橡胶制品、

服装的生产及销售；矿产资源开采：

煤炭开采和洗选；硅铁冶炼；煤层气

开发；农业开发；电力生产、电力供

应；普通机械制造及维修；医疗服务；

电子通讯服务；油料种植、花卉种植、

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润滑油销

售；勘查工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

勘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

质调查；气体矿产勘查；设备经营租

赁；酒店管理；铁路货物运输，其他

铁路运输辅助活动（矿区铁路专用

线）；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普通

货物的装卸、存储；企业内部运营固

定电信服务及其他电信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有线广播电视传播服

务、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软件开

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架线及设备

工程建筑、电气安装，通信设备零售，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通讯设备修

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计算机

及通信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汽

车租赁；其他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

工程；广告业务，会议会展服务；殡

葬服务；供热、灰渣综合利用开发；

教育（以办学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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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0,519.56 62.57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煤炭批发经

营；工程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

线路工程测量、桥梁测量、矿山测量、

隧道测量、竣工测量；地籍测绘;危险

货物运输（1 类 1 项），危险货物运输

（3 类）（有效期至 2018 年 7 月 2 日）；

爆破作业（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有线电视广告；职

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工矿

物资、机电设备及配件采购、销售、

租赁及维修；废旧物资收购；自有场

地及房屋租赁；建筑施工、建设工程：

矿井建设，电力工程建设；电力设施

安装、维修、试验（三级）；办公自

动化设施安装及维修（特种设备除

外）；通信工程建设；电力供应：售

电业务；电力业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电力设备及器材销售；矿产资

源开采：煤炭开采；煤层气地面开采；

煤层气利用及项目建设；煤炭洗选及

深加工；林区木材：经营加工；道路

货物运输；铁路货物运输（煤矿专

用）；物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

化工；甲醇（木醇、木精）、汽油、

液化石油气、硫磺、氧（液氧）、氮

（液氮）生产及销售；食品生产：正

餐服务；住宿服务；林木种植；园林

绿化工程；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

品零售；医疗服务；文化及办公用品、

家用电器零售；物资采购；自有设备

租赁；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开发及售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输出、技术许可、技术服务、项目研

发；本企业内部通信专网运营；通信

设备及器材销售、批发零售建筑材

料；养老服务业；健身娱乐场所；物

业服务；水、电、暖生活废水等后勤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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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129,527.60 100.00 

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

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环保、

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

轴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

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

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

修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

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电子计

算机应用及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可行

性研究；工程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

销售；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易

腐蚀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技能

培训；医用氧、充装液化气体（仅限

下属分公司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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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0

0 
64.06 

煤炭的运输和销售；投资煤炭企业；

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自有房屋

租赁；能源领域投资；提供煤炭信息

咨询服务；煤层气投资；发电、输变

电工程的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除贵稀金属）、电力设备及相

关产品的采购和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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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520,000.00 100.00 

电力、煤炭、煤层气、城市基础设施、

污水处理、旅游项目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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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

限公司 
633,000.00 100.00 

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及能源项目的投

资和资产管理；铁路沿线货物仓储设

施的建设与经营；政府划拨资产的管

理和运营；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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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山西省黄河万家寨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 
907,300.00 100.00 

水务行业投资、建设、设计、施工、

经营管理；饮用水供水，自来水生产、

供应、销售及服务；排水运营、管理

及排水设施维修养护；污水处理及管

理；自建供水水源及设施的管理及服

务；水质化验；水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自有场地、设备租赁；环保节

能工程建设管理；工程检修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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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山西省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5,818.00 100.00 

山西省人民政府授权国有资产的经

营管理及资本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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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0 100.00 

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各类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科研

与设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物业

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装配式

建筑、市政设施构件的生产、经营及

销售；新型建材与装配式内装修部品

的生产、经营及销售；物流信息服务；

对外承包工程，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国外设立

企业；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境外矿

产和农业投资、工业加工；建设工程、

工程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程

技术咨询及监理；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生产、批发

零售建筑材料；建材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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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 
87,386.10 100.00 

矿产资源开采，采选、冶炼铜矿；电

解铜生产；加工制造铜材及其制品、

工业硅及其炭素制品；批发零售建

材；出口本企业自产的铜制品、硫酸

铜、水泥；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零配件（以批准的商品目录为准）；

设备制造、修理、安装及备件制作（除

特种设备）；碳素制品制造、销售；

电器试验；建筑施工，土建工程（以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为准）；工

程咨询，建设工程，工程设计、科研

与咨询（以设计证书为准）；钻探；

工程打孔；收购矿石；钢窗钢门加工；

硅粉、水泥制品生产、销售；精炼金、

银浮选，选钼，回收粗硒、镍、铅、

锑、铂、钯、铋、钌、铼、铜综合利

用产品销售。住宿服务、宾馆，俱乐

部，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接收传送境

内电视节目，利用有线电视网络承办

分类电视广告业务；成品油批发、零

售、仓储经营，汽油、易燃液体、柴

油的销售（有效期至 2019 年 04 月 06

日）（以上项目仅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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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0 100.00 

生产与销售白酒、酒精、果露酒、葡

萄酒、啤酒。酒类生物技术的研究、

开发与转让；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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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41,262.14 100.00 

国有技术改造资金的经营管理。综合

技术咨询服务。批发零售、代购、代

销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矿产品

（专控品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

险品除外）、建筑材料、电器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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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煤炭、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

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工业盐、

农副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建材、

五金交电、塑料制品、机电产品、机

械设备的销售；发供电；进出口业务

（除国家统一经营以外的商品和技

术）；种植业、养殖业；技术开发与

服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节能技

术服务；普通仓储；矿产资源开采：

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精煤、焦炭、

动力煤及煤化工产品等）；投资煤炭、

焦炭、煤化工生产、贸易型企业等；

外事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批发零

售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住宿、餐饮

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会展会务服务、

汽车租赁、保健、美容美发（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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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64,579.00 100.00 

水煤浆、冶金焦、生铁、铝钒土、腐

植酸类产品和腐植酸原料的铁路运

销；为出口组织、加工煤炭；燃气经

营：天然气及附属产品的开发及利

用；输气管网的建设管理、生产经营

管理及对外专营管理；天然气灶具、

仪器仪表设备的生产、加工、销售；

煤炭、建材、装潢材料、纺织品、化

工产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服装

鞋帽、酒、土产日杂、花木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信

息技术管理咨询服务；铁路、道路、

货物运输代理；中药饮片、颗粒剂、

中药制剂、中药提取生产制造；中药

材种植；中药研发；保健品的制造与

销售；老年人养护服务；中药材的仓

储、普通货物道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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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05,000.00 100.00 

从事高速公路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的建设，工程咨询，工程监理，项目

管理及代建，资产经营，设计，科研；

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公路

养护，结构补强，招标代理，造价咨

询，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批发；

物流、仓储（除危险品），广告，房

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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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416,000.00 100.00 

投资经营性公路、航道、港口和交通

运输客货站场的开发、建设；承揽交

通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招、投标；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品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租赁；仓

储（除国家专控品）；酒店餐饮管理；

技术咨询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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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山西水务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20,000.00 100.00 

负责管理授权范围的水利国有资产，

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安全，

负责省政府授权的水源工程，供排水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及其他项

目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水务市场咨

询；财务咨询；工程建设咨询；以全

资、控股参股的形式从事资产经营和

重大生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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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700,000.00 100.00 

建设工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运营；建筑、港口与航道、水利、

市政、通信、机电行业的投资、建设、

运营（以资质为准）；工程勘测、咨

询设计、科学研究；试验检测；交通

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及物流服

务。建筑材料生产、安装、销售、租

赁、维修；施工机械租赁；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车辆救援服务。公

路工程监理。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投资、建设；

苗木花卉的种植与销售；优良抗性苗

木繁育。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对内人

员培训服务。对外承包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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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

公司 
5,000.00 100.00 

云平台的总体规划建设，协助政府各

部门购买政务云服务及原有业务信

息系统的迁移，云平台运营服务，云

应用产品开发与销售，大数据基础设

施服务，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大数

据产品和服务，大数据挖掘分析服

务，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服务，数据

交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

开发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产品

销售；互联网接入服务，物联网系统

集成与服务，公共安全信息系统集成

与服务，工业智能化系统集成与服

务，信息与自动化工程；增值电信业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通信业务服务，

移动数据服务，通讯网络设备销售，

通讯网络设备租赁，自有房屋及场地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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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 100.00 

旅游景区的投资、开发及运营管理；

从事住宿业、餐饮业及旅游交通运输

业；旅游信息平台建设；智慧旅游服

务；旅游资产管理；旅游教育及技能

培训；文化演艺、会议及展览服务；

旅游地产开发；航空旅游、体育项目

投资运营；旅游产品、特色农产品的

生产、加工、贸易和销售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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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山西大地环境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00 

土地整治、固废处置、矿山修复项目

投融资、资产管理；项目设计、施工、

监理、招投标、建设、评估、验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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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355,020.08 100.00 

对 1995 年以来发放的“山西省地方

煤炭发展基金货款”进行管理，国有

资本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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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100.00 

企业信用增进服务；信用增进的评

审、培训、策划、咨询、技术推广；

信用产品的创设和交易；金融和非金

融股权投资、资产投资、投资策划、

投资咨询；财富管理及三方财富管

理；资产管理及资产受托管理；互联

网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及金融同业资

金交易业务、综合金融服务；经济信

息咨询；人员技术培训；会议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除银行、证劵、信托、

保险类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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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国投运营业务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及相关业务为主；具体负责国有股权持

有、投资及运营；资产管理及债权债务重组；企业重组及产业并购组合；企业及

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重大经济建设项目投融资；投资咨询；



 

 

 

 

产业研究；金融研究；财富管理；物业服务；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

理；经审批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项目运作以及经批准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以外的

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活动等。国投运营将围绕省委、省政府的经济决策部署，以

资本运作和金融工具创新为主要手段，运用市场化方式，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和转

型升级，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国投运营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成立，成立时间较短，尚无最近三年的主要财

务数据。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在最近 5 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王俊飚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刘峰 副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最近 5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或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图所示（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收购人持股 5%以上除西山煤电外的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详细情况如下表所

示（数据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307,694.22 27.45 

电力供应：电力商品、热力商品生产

和销售；燃料、材料、电力高新技术、

电力物资的开发销售。发电设备检

修；电力工程安装、设计、施工（除

土建）；工矿机电产品加工、修理；

室内外装潢；采暖设备维修；设备清

扫；电子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力

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设计、调试、

实验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环境监测（以上仅限分支机

构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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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

有限公司 
569,624.78 63.49 

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

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的生产、

销售；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

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建材（不含

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

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金技

术开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

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

工、输送、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

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

酸铵）生产、销售；生产销售电子产

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

业自动化工程；工业电视设计安装、

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

（根据双方协议）；建设工程：为公

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

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线及

其配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

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

配件的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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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

份有限公司 
86,584.83 70.71 

汾酒、竹叶青酒及其系列酒的生产、

销售；副产品酒糟、生产用原辅材料

和包装材料的销售；酒类高新技术及

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应用；投资

办企业及相关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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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108,466.37 31.64 

新能源企业的经营管理及相关咨询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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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 
76,570.00 25.72 

本公司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

除外），承办对外投资、合资、合作

及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业务；生产：

焦炭、合成氨、尿素；制造其它化学、

化工产品；承揽化工设备和零部件加

工制作、设备检修、建筑安装、防腐

保温工程设计、技术咨询；道路货物

运输；生产、销售：洗精煤；水泥及

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场

地租赁、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钢

材、有色金属材料、黒色金属材料、

铁矿石、生铁、铁合金（国家限制旳

除外）；零售：汽油、柴油（仅限分

支机构油品综合经销部凭许可证经

营）；文艺表演：戏剧表演、歌舞；

电影放映；游泳场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凭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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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51,440.20 44.21 

化工设备管道防腐、保温、拆除、安

装工程；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化

工产品及原料（除危化品），化肥，

焦炭，生物化工产品（除危化品），

精细化工产品（除危化品）;贵金属加

工（除金银）；机械制造；化工产品

来料加工（除危化品）；工业用水生

产；液氯充装(以上经营范围仅限分公

司使用)。服装加工；信息咨询；批发

零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

钢材、建材(除木材)，磁材不锈钢制

品；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以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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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4,876.00 26.01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化学肥料

系列产品、水产养殖、平板显示器、

植物油系列产品及卫生杀虫剂、日化

产品、工业用纯净水的开发、生产、

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服务；钢材、

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

材、电子产品、汽车（除小轿车）、

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汽车配件、洗

涤剂的销售（以上国家限制生产经营

的除外）搬运装卸、货物配载、物流

信息服务。化工产品：饲料添加剂（硫

酸钠、硫酸镁）、化学试剂（无水硫

酸钠），工业氯化钡、硫化钠、硫氢

化钠、日化产品（液体消毒剂）、餐

具洗涤剂、化妆品的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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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98,245.61 57.43 

煤炭销售；新能源开发；煤炭、焦炭

产业投资；煤焦及其副产品的仓储出

口；物流信息咨询服务；金属及非金

属矿产品（稀贵金属除外）、钢材、

生铁、合金、冶金炉料、建筑材料（不

含木材）、五金、液压设备、电气设

备、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塑料橡胶制品的批发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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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167,370.00 57.46 

煤炭采掘、加工、销售（仅限有许可

证的下属机构从事此三项）。机械制

造、修理。高岭岩加工、销售，工业

设备维修，仪器仪表修理，建筑工程

施工，铁路工程施工，铁路运输及本

公司铁路线维护。（上述需取得经营

许可的，依许可证经营） 

10 
阳泉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40,500.00 58.34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洗选加工、

销售(仅限分支机构)；设备租赁；批

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

配件及材料；汽车修理；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有效期至 2018 年 8 月 7 日）；

电力生产、销售、供应、承装（修试）

电力设备（仅限分公司）；热力生产、

销售、供应；煤层气开发、管道燃气

（仅限分公司）；煤层气发电及销售；

粉煤灰、石膏生产及销售；电器试验

检验、煤质化验、油样化验、机电检

修；城市公共交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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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175,678.70 32.43 

以自有资金对煤化工及相关产业的

投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兴办实业；国内贸易：批

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易燃、

易爆、有毒、腐蚀性产品）、农副产

品（除国家专控品）、化工原辅材料

（除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原料）、

矿产品、建材、钢材、有色金属（除

专控品）、通用机械、电器、仪器、

仪表；危险废物经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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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96,750.27 41.16 

煤层气地面开采；矿产资源勘查；煤

矿瓦斯治理服务；煤层气工程设计、

咨询、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以自有

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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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299,140.92 61.34 

原煤开采（只限分支机构）；煤炭洗

选；煤焦冶炼；洁净煤技术的开发与

利用；煤层气开发；煤矸石砖的制造；

煤炭的综合利用；气体矿产勘查、固

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住宿、餐饮、

会务、旅游服务（只限分支机构）。

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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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256,395.50 34.86 

制造销售火车轴、冶金、轧钢、锻压、

起重、非标设备、加压气化炉、压力

容器、工矿配件、油膜轴承、精密锻

件、结构件、齿轮及汽车变速箱；机

电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安装、调试、

修理、改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挖掘设备、钢轮产品

的销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钢

锭、铸件、锻件、热处理件、制模、

包装、精铸设备、精铸材料的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工业炉窑的技术服

务；铸、锻件、热处理件和冶炼技术

咨询服务；综合技术开发服务；电子

计算机应用及软件开发；承包境外与

出口自产设备的安装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销售；矿山采掘及输送设备、

焦化设备、制管设备、风力发电设备

及其零部件；隧道机械、港口机械；

齿轮箱；电气自动化成套设备的设

计、制造、安装及销售；公路汽车货

运；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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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114,650.25 61.15 

火力发电、设备租赁。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及化学危

险品）、普通机械、装潢材料、通讯

设备（除地面卫星接收设备）、汽车

（除小轿车）及配件、工矿配件、日

用百货、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煤炭

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以批件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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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6,926.46 34.33 

化工产品、化纤产品、销售及出口贸

易；化工产品及建材高新技术研究、

开发与引进；技术转让与许可、技术

咨询、技术培训、化工工程设计和化

工项目总承包；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零配件进口。批发零售普通机械、电

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除贵稀金

属）、纺织品、塑料制品、装潢材料、

建材。（上述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持许

可证生产、经营）；化工化纤产品的

生产（持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经营）。

餐饮、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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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23,000.00 23.55 

生产、销售：水泥，水泥制品，水泥

熟料，商品混凝土，新型墙体材料；

水泥生产设备制造、安装及技术咨

询；水泥袋加工；矿产资源开采：石

灰石矿开采（仅限朔州分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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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82,872.52 18.56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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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大明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15,000.00

（港元） 
8.33 

不锈钢及碳钢产品的加工、分销及销

售 

20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674,673.45 6.29 

生产电力、热力产品；普通货运、货

物专用运输（罐式）；电力供应；销

售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发电设

备检测、修理；销售脱硫石膏。（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1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78,704.15 6.80 

生产胶贴、醒脑贴、退热贴、医疗器

械；保健用品、食品、保健食品、卫

生材料、药用包装材料、塑料制品；

日用化妆品；兽药、饲料添加剂。中

药材种植加工；中西药的研究与开

发；医药信息咨询及技术转让服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普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化

工产品的销售；生产贴剂、中药提取、

小容量注射剂、软膏剂、巴布膏剂、

原料药、冻干粉针剂、片剂（含外用）、

硬胶囊剂、软胶囊剂、颗粒剂、乳膏

剂、贴膏剂、糊剂、散剂、煎膏剂（膏

滋）、凝胶贴膏、精神药品；饮料；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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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新融宇（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10,000.00 

(港元) 
5.99 

融资租赁业务，以及金属及设备贸

易。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73,000.00 7.77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和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

品；融资融券；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管理;证券承销；证券保荐(以上凭有

效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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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82,872.52 18.56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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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235,000.00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

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

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

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

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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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200,000.00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

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

（股票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

买方信贷；外汇业务（外汇买卖业

务）；委托投资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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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100,000.00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签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内部

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

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

劵投资（股票一、二级市场投资除外）

（以上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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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90,000.00 32.22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

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

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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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326,800.00 36.63 

吸收大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

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服

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

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外

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

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

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自

营外汇买卖或者代客外汇买卖；资信

调差、咨询、见证业务；即期结售汇

业务；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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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230,000.00 16.52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按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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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长治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西支行 
110,000.00 1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和代理保险业

务；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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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山西太钢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500.00 100.00 

在山西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

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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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山西焦煤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66,000.00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

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

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

价证券投资（股票一、二级市场投资

除外）；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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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300,000.00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

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

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

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有

价证券投资业务；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13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22,735.66 100.00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

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

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

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一、二级市

场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融资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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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阳泉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39,309.05 9.41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和中长期贷

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委托存款；

委托贷款；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

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发行金融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

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及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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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245,666.67 5.08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

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

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

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

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

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

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16 
山西交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26.67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借记卡

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17 
晋城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0 1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

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

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以上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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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目的 

一、收购目的 

收购人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发展山西经济的决策部署，以促进国有资本、资

金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统筹推进国有企业重组改

制进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降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

率，促进山西省新兴产业和潜力替代产业发展壮大为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省属国

有企业股权划转、筹组成立的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收购人的成立标志着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管资产”向“管资本”

的重要转变，是山西省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深化国企改革决策部署的具体

行动。收购人将以资本运作和金融工具创新为主要手段，通过市场化方式，有效

推动山西产业集聚发展和转型升级，并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山

西省转型综改主战场发挥重要的示范及支撑作用。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 号）要求，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全部划转至收购人。  

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西山煤电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计划 

除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国投运营尚无在

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西山煤电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

划。 

三、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一）本次划转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7 年 6 月 9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下发晋政函[2017]80 号《关于同意成

立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按照《关于成立山西省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请示》组建国投运营。 

2、2017 年 7 月 21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 号），将包括焦煤集团在内的山西省

国资委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划转至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二）本次收购后续尚需履行的程序 

1、本次收购后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国投运营持有西山煤电股份情况 

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采取无偿划转的方式整体接收山西省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本次股份划转后，收购人国投运营间接持有西山煤电的股份数量为

1,714,215,108 股（占西山煤电总股本的 54.40%），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实施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收购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次划转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

限制的情形。 

三、本次收购前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前的股权控制关系 

 

（二）收购完成后的股权控制关系 



 

 

 

 

 

四、国有股权划转通知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7 月 21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的通知》（晋国资发[2017]35 号），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1. 省国资委将持有的省属 22 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2. 涉及划转的 22户省属国有企业应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 2016年度的审计报告，

办理工商和产权登记变更手续。 

3. 涉及划转的 22 户省属国有企业应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和山西

省有关规定，规范操作。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本次收

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本次收购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

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信息。 

二、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

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收购人之法定代表人声明书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特此声明。 

 

 

 

 

 

 

收购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俊飚 

 

签署日期： 2017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签字盖章页 

 

 

 

 

 

收购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俊飚 

 

签署日期： 201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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