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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7-107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暨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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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

全资子公司—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鄂尔多斯能

化”、“受让方”）以人民币 194,250万元收购内蒙古伊泰煤炭

股份有限公司（“伊泰股份”、“转让方”）持有的内蒙古伊泰

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伊泰准东”、“目标公司”）25%股权

（“标的股权”）事宜（“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 2017年 12月 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批

准，鄂尔多斯能化以人民币 194,250万元收购伊泰股份持有的伊泰准

东 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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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

司董事会在进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评估过

程中采用的评估参数、预期收益等重要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结论符合实

际情况，评估结果公正合理；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

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伊泰股份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

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伊泰股份注册资本 325,400.7 万元，注册地址为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天骄北路，法定代表人为张东海，主要从事原煤生产、运输、

洗选、焦化、销售、矿山物资、农场种植、太阳能发电、煤炭进口、

煤矿设备及煤化工设备进口、机电设备安装、设备租赁等业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伊泰股份总资产为 709.42亿元，负债

总额为 423.7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40.16亿元；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8.5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86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伊泰股份持有的伊泰准东 25%的股权。该

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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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泰准东概况 

1．基本情况 

伊泰准东是于 1998年 10 月 5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地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兴隆街道办事处周家湾村，注

册资本人民币 155,4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纪彦林，主要业务包括准东

铁路建设、铁路客货运输，原煤洗选、销售，铁路运营管理服务及货

物延生服务，机车辆及线路维修，仓储服务，设备租赁，铁路材料及

废旧物资销售。 

2.本次交易前后伊泰准东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伊泰股份 149,600 96.27% -38,850 -25% 110,750 71.27% 

内蒙古国

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

司 

5,800 3.73% 0 0 5,800 3.73% 

鄂尔多斯

能化 
0 0 +38,850 +25% 38,850 25% 

合计 155,400 100% - - 155,400 100% 

3.放弃优先购买权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伊泰准东其他股东已放弃对目标公司 25%股权所

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二）财务状况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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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伙）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内蒙古

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伊泰准东最近一年又一期的

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632,411.93   642,476.03  

负债总额  155,827.43   194,131.44  

净资产  476,584.50   448,344.59  

项目 2017年 1-6月份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90,961.36 133,929.93 

利润总额 49,980.77 47,323.29 

净利润 42,928.97 41,795.91 

 

（三）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对伊泰准东的股东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评估”），

并出具《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内蒙古

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7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伊泰准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

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收益法 

评估值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评估值 

增值率

（%） 

资产总额 632,411.93 - - 717,256.70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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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55,827.43 - - 155,827.43 - 

净资产 476,584.50 807,816.38 69.50 561,429.27 17.80 

《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伊

泰准东 100%股权账面净资产 476,584.50 万元，评估价值 807,816.38

万元，评估增值 331,231.88万元，增值率 69.50 %。 

采取收益法评估时，评估机构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

法（DCF）估算伊泰准东的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价值。本次评估

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最终计算 2017

年 7-12 月份至 2020 年折现率为 10.3%，2021年度至永续期折现率为

10.1%。随着煤炭市场行情逐步趋于稳定，伊泰准东公司沿线新建矿

井投产运营及大路煤化工基地带来新的增长点，预计未来运量方面

2018-2019 年度略微增长，其余年度在此基础上保持不变；煤炭汽运

逐步淡出，大宗物流铁路运输必将实现便捷、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对

于公司单价方面是在国家规定的基准价基础上确定，预计未来保持现

行价格。 

伊泰准东公司拥有的相关资质、市场资源、铁路专营权、客户资

源及商誉等对公司收益形成贡献的无形资产价值，是评估增值的主要

原因。 

 四、协议主要内容 

鄂尔多斯能化与伊泰股份签署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与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伊泰准东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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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受让方为鄂尔多斯能化，转让方为伊泰股份（转让方基

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目标公司为伊泰准东。 

（二）交易价格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伊泰准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807,816.38 万元。在此基

础上，双方商定伊泰准东 100%股权的交易基准价值为人民币 777,000

万元，按照收购 25%股权比例计算，鄂尔多斯能化收购伊泰准东 25%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94,250万元。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受让方应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第一期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97,125 万元支付至

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受让方应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将第二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即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97,125

万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过户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当日为交

割日。转让方应于交割日后 15个工作日内在登记机关将标的股权变

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五）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经受让方与转让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公司公章后，在取得以下必要的同意、批准或豁免后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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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让方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标的股权评估结果

的备案； 

2.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就本次交易放弃优先受让权。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按《股权转让协议》的

规定履行其义务，或所作出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是不真实、不准确

或具有误导性的，均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上述违约行为给

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前提下，若受让

方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支付其对应部分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则

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就逾期应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按每日 0.05%的

标准缴纳违约金；若转让方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办理标的股权的

交割或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则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方就逾期办理交割

或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应的标的股权价款按每日 0.05%的标准缴纳违

约金。 

在不排除相关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解除该协议的前提

下，除该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外，如一方因对方违约发生/遭受任何合

理的开支、费用、责任或损失，则违约方应就任何该等开支、费用、

责任或损失进行赔偿并使守约方不受损害。对于由于守约方自身过错、

过失或不作为等原因造成的损失，以及由于守约方未采取措施造成损

失或其扩大部分，违约方不承担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股权转让协议》引起的或与《股权转让协议》有关的任何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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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至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

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可起诉。除非仲裁裁决定另有规定，

仲裁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当任何争议发生时以及在对任何争议进行

仲裁时，除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行使各自在《股权转让协议》项

下的其他权利，履行各自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标的股权，实现公司与伊泰股份合作，进一步做强做大

公司陕蒙基地。随着公司在陕蒙基地新建矿井相继投产运行，公司在

陕蒙基地的煤矿产销量将大幅提升，通过与伊泰股份合作不仅能够有

效解决公司陕蒙基地煤炭外运通道问题，还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当地

煤炭销售和铁路运力的主动权，实现公司在当地的资产规模协同发展。 

伊泰准东是伊泰股份优良的资产，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未来几

年伊泰准东的运输量、经营效益和资产回报率处于稳定上升趋势，参

股投资伊泰准东可以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无法取得各方相关批准程序的风险，交易各方将及

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七、备查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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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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