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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闭公司之子公司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煤矿并

进行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主管机关

要求，对公司之子公司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榆树沟煤矿（以下简称

“榆树沟煤矿”）、沽源煤矿（以下简称“沽源煤矿”）进行关闭并退出。 

2、沽源煤矿 22 万吨/年、榆树沟煤矿 120 万吨/年的产能指标可用于产能置

换交易。就该等产能指标，沽源金牛在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转让（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沽源矿的 22 万吨产能指标转让给山西美锦集团锦富

煤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 7 万吨，合同金额合

计 4,026.09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榆树沟煤矿的 120 万吨产能指标全部转让

给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为 21,720 万元（含税及

手续费）。沽源金牛通过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转让交易煤炭产能指标合计

142 万吨，煤炭产能指标转让合同价款合计为 25,746.09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 

3、本次榆树沟煤矿及沽源煤矿关闭退出及本次交易为公司执行国家去产能

政策，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风险提示：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煤矿关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榆树沟煤矿为在建矿井，关闭退出将产生一定的资产损失，具体金

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沽源金牛及其下属煤矿简介 

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沽源金牛”）成立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现持有沽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 9113072466526553X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地为张家口

市塞北管理区榆树沟村，法定代表人：赵计生，注册资本：21,310.00 万元。经

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洗选加工；煤产品制造、深加工、销售。 

沽源金牛下属有沽源煤矿和榆树沟煤矿。沽源煤矿设计生产能力 15 万吨/

年，核定生产能力为 22 万吨/年。矿井于 1999 年开始建设， 2005 年完成开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工程，2007 年 7 月 30 日，张家口金牛能源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沽源县煤矿，并改

制成立沽源金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开始对沽源煤矿进行技术改造工作，

对原副井进行延伸，原主副井进行扩修，但由于矿井早期采伐条件较差，采煤

工艺落后，技改工作搁置。自 2010 年后，只是对井巷进行维护，保持通风及排

水系统正常运行。 

榆树沟煤矿为沽源金牛的在建项目。榆树沟煤矿概算投资 127,549 万元，

设计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于 2011 年 4 月正式开工建设，2011 年 5 月通过省

国资委备案（冀国资发规划发展【2011】80 号），2012 年 9 月 26 日通过国家

发改委正式核准（发改能源【2012】3078 号）。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榆树

沟煤矿累计完成投资 28,383.57 万元，其中：矿建工程 8,500.07 万元，土建工程 

3,279.41 万元， 安装工程 4,882.26 万元，其他投资 11,721.83 万元。  

沽源金牛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经审计）：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年 27,305.18 10,308.10 16,997.08 0 -257.90 

2015 年 31,756.49 14,992.67 16,763.82 0 -233.25 

2016 年 36,235.07 19,595.04 16,640.03 0 -123.80 

 

二、关闭退出原因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

〔2016〕7 号)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发〔2016〕18 号) 的要求，沽源煤矿被列入河

北省 2017 年关闭（产能退出）煤矿名单，已于 2017 年 9 月完成产能退出验收。 

由于榆树沟煤矿位于张家口塞北管理区，设计开采区域位于闪电河流域湿

地保护区，按照河北省 2017 年实施的《河北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有关要求，该

矿处于禁止采矿活动区域。张家口市为办好 2022 年冬奥会，于 2016 年 6 月发

布了《张家口市关于推进矿山企业有序退出实现绿色发展的意见》，榆树沟煤

矿已不符合国家“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功能定位和张家口建设无矿市要求，

对绿色办奥带来直接影响。故根据河北省钢铁煤炭火电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征求 2018 年退出煤矿名单意见的函》，榆树沟煤

矿被列入河北省 2018 年关闭（产能退出）煤矿名单。 

三、关闭退出时间 

沽源煤矿被列入河北省 2017 年关闭（产能退出）煤矿名单，已于 2017 年

9 月完成产能退出验收。 

榆树沟煤矿计划于 2018 年 3 月完成退出产能相关工作，具体时间将结合河

北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年度任务安排及相关主管机关的要求进行。 

四、煤矿关闭退出拟采取的措施 



1、人员安置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

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人社部发

[2016]32 号）文件精神，公司拟采用内部退养、协议解除劳动关系、病退、退

职、工伤员工退出工作岗位、分流、转岗等方式进行安置。 

2、资产处置 

由于沽源煤矿和榆树沟煤矿部分固定资产属于煤矿专用设备，公司将根据

退出时间对不可用设备、物资等进行处置，减少资产损失。 

公司将根据该矿现状，本着安全、有序、稳定、兼顾成本收益的原则，依

法进行相关后续工作。 

五、产能指标交易情况 

（一）交易概述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能源〔2016〕1602 号）、《关于做好建设煤矿产能减量置换有关工作的

补充通知》（发改能源〔2016〕1897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产能置换工

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609 号）文件的规定，沽源煤矿 22 万吨/年、榆树

沟煤矿 120 万吨/年的产能指标可用于产能置换交易。通过在河北环境能源交易

所在的河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转让，沽源矿的 22 万吨产能指标转让给山

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15 万吨、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 7 万

吨，合同金额合计 4,026.09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榆树沟煤矿的 120 万吨产

能指标全部转让给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额为

21,720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588542707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瑞明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07 日 

登记机关：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太原市清徐县东于镇六段地村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皮带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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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是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

办公室《关于太原市清徐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分）的批复》（晋

煤重组办发【2009】19 号）批准的兼并重组整合项目，能力为 180 万吨/年，重

组整合主体为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 1 月 29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以

晋煤办基发[2012]105 号文件批准开工建设，2017 年 3 月 8 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以晋煤行审发[2017]24 号文批准进入联合试运转，试运转期限 6 个月，计划

2017 年 9 月完成竣工验收。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矿业有限公司批准能力 180 万吨/

年，净增能力 120 万吨/年。 

山西美锦集团锦富煤业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2. 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802577836419K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春刚  

注册资本： 168,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07 月 21 日  

登记机关： 榆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榆阳分局   

住所：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镇新庙滩村  

经营范围： 煤炭项目的投资；焦炭、焦粉、煤炭专用设备的销售；煤炭信

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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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素矿井及选煤厂项目位于陕西榆横矿区北区，井田资源储量

4971.46Mt，符合国家总体规划。2012 年 6 月，国家能源局（国能煤炭【2012】

174 号）同意开展前期工作，建设规模 1000 万吨。项目前期工作处土地预审外

已全部完成。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完成产能置换任务后上报国家发改委核准。 

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 

3.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现已更名为：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6756662979Q 

所属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明胜 

注册资本：386,180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内蒙古锡林郭勒西乌旗白音华煤电公司二号矿办公区内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矿产品生产和销售、煤化工、煤提质、粉煤灰

综合利用和成品销售。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仅限内蒙古锡林郭勒

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矿业分公司经营）、筹建发电站及供热前期工程（仅

限分公司经营）、火力发电、供热、炉渣及脱硫石膏销售、电力信息咨询、电

力热力设备维护及技术改造、机械设备租赁、废旧物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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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用于露天矿项目新增产能减量置

换，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项目建设规模 500 万吨/年，

已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白音华二

号露天煤矿一期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07】3537 号）文件核准。 

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沽源煤矿 15 万吨指标交易协议 

交易双方通过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通过网络竞价，转让煤炭产能减量置

换指标 15 万吨/年，合同金额 2,731.50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 

2、沽源煤矿 7 万吨指标交易协议 

交易双方通过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通过网络竞价，转让煤炭产能减量置

换指标 7 万吨/年，合同金额 1,294.59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 

3、榆树沟煤矿 120 万吨指标交易协议 

交易双方通过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通过网络竞价，转让煤炭产能减量置

换指标 120 万吨/年，合同金额 21,720 万元（含税及手续费）。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经各方协商同意以货币方式收购可用于置换的产能指

标。  

沽源金牛本次煤炭产能指标转让合同价款合计为 25,746.09 万元（含税及手

续费）。 

六、煤矿关闭及产能指标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沽源金牛进行产能退出及产能指标交易，符合国家关于“积极化解过剩产能，

促进煤炭供需平衡，推动煤炭行业升级转型”的相关政策，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沽源金牛所属沽源煤矿和榆树沟煤矿的关闭退出，将导致公司本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减少约 2,100 万元，具体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为准。 

关于榆树沟煤矿矿井关闭退出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煤炭产能置换指标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