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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8-004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京西矿区部分关停资产与京煤集团 

进行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概述：公司按照评估结果，用京西矿区部分关停资产（长沟峪煤矿和安全

培训中心退出资产）置换京煤集团全资子公司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

差价部分由京煤集团以货币资金补足。 

●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 过去 24 个月公司与京煤机械和京煤集团交易交易情况：2016 年至 2017 年，公司与

京煤机械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848 万元，主要是设备维修、加工与采购；2016 年公司与京

煤集团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20440.78 万元，2017 年公司与京煤集团关联交易的具体事项和

金额仍在统计和核算中，预计不会超过 2017 年年度预计金额，交易类型均为采购、销售、

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当事人 

本次交易的当事人分别是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

司”）和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煤集团”）。 

（2）交易内容 

以对交易标的的审计和评估结果为依据，公司拟以所属长沟峪煤矿关停后建筑物等资

产和安全培训中心搬迁后的房屋建筑物等资产作为支付对价，购买京煤集团全资子公司鄂

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煤机械”）100%股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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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为京煤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除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京煤集团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没有出现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资产置换）的金额总计为 6,731.22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比例为 0.62%。 

二、关联方京煤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阚兴 

注册资本：211,21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煤炭开采、加工、销售（含收售）；制造、加工水煤浆、燃料油、煤制

品、火工品、铸件、金刚石纳米级超细粉及制品、精细化工制品、橡塑制品、机械制品、

仪器仪表、建筑材料、木材制品、医疗器械、食品、饮料、鞋帽；销售医疗器械、食品、

饮料、成品油；汽车维修；铁路托运；汽车货运；住宿；餐饮；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

保险、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等。  

京煤集团 2016 年和 2017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亿元） 总负债（亿元） 净资产（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16 年 601.92 349.78 252.14 229.43 1.07 

2017 年上半年 621.69 362.97 258.71 120.67 7.43 

京煤集团为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拟置出资产为长沟峪煤矿关停后的建筑物等资产和公司安全培训中心搬迁后留下

的建筑物资产。其中：房产 59 项（安全培训中心 5 项，长沟峪煤矿 54 项），面积共计 59,516.46

平方米；机器设备 72 项，主要为变压器、高压开关柜、户外箱式变电站、污水处理系统及

井下不可移动设备等，位于公司的长沟峪矿区。 

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拟置出资产进行了审计，以 2017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

拟出售的长沟峪和安全培训中心资产账面价值为 2,723.79 万元。审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账面原值（万元） 累计折旧（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房屋建筑物 7,121.67 51,85.69 1,9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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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备 8,628.08 7,840.27 787.80 

合计 15,749.75 13,025.96 2,723.79 

2、公司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京煤机械成立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是京煤集团全资子公司。公

司法定代表人张必民，公司注册地址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伊旗阿镇。主要经营

范围由生产、制造液压设备（滑移顶梁、液压支架）、制造加工矿山机械设备、矿用产品、

立体停车设备与仓储设备、机械设备、钢结构制作、安装。一般经营项目：维修租赁立体

停车设备与仓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工业设备、矿用设备。 

京煤机械占地面积 2.57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伊国用（2011）第 111000059

号），拥有煤矿机械维修、加工、制造资质。 

公司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拟置入的京煤机械 2016 年和 2017 年 1-7 月份财务状况

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6 年度（万元） 2017 年 7 月 31 日（万元） 

资产总计 9,103.80  9,333.98  

负债合计 8,182.29  8,260.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1.51  1,073.32  

 2016 年度（万元） 2017 年 1-7 月（万元） 

营业收入 1,972.63  1,585.64  

利润总额 -299.24  226.61  

净 利 润 -254.55  151.81  

3、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公司合并报表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煤机械将纳入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公司为京煤机械提供担保、委托京煤机械为公司理财、或京

煤机械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1、对公司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拟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

价值评估，该部分资产价值为 6,731.22 万元。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资产总计 2,723.79 6,731.22 4,007.43 147.13 

2、对公司拟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入资

产进行了价值评估，并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依据，该部分资产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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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8 万元，增值率为 39.85%。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项目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增减率（%） 

资产总计 9,333.98 9,761.74 427.76 4.58 

负债总计 8,260.66 8,260.66 0.00 0.00 

净 资 产 1,073.32 1,501.08 427.76 39.85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 

昊华能源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用长沟峪煤矿关停后建筑物等资产和原安全培训中

心搬迁后的建筑物资产作为支付对价，收购京煤机械 100%股权，差额部分由京煤集团以货

币资金补足。 

2、本次交易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待本次交易协议或合同签订后，公司将及时披露

协议或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 

（1）逐步建设区域管理分中心，进一步强化内蒙矿区区域协同和产业融合优势，确保

转移接替的有序进行和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 

2016 年至 2020 年，京西矿区煤炭开采业开始逐步退出，公司的煤炭开采主业正在逐

步向内蒙地区转移。本次交易完成后，京煤机械将可以为内蒙矿区的高家梁煤矿和红庆梁

煤矿提供及时和优质的服务，保障未来两个煤矿正常平稳生产的需要；同时，公司将充分

利用京煤机械所拥有的房产和土地资产、以及煤矿机械生产制造和维修资质，把该公司打

造成为蒙矿区和相关产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中心、采购和销售中心、生产保障中心，以进一

步发挥内蒙矿区的区域协同优势，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确保公司在京西退出后的生产

有序接替和经营效益保持稳定。 

（2）有助于进一步减少与京煤集团的关联交易 

自 2012 年至 2017 年，公司子公司鄂尔多斯市昊华精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

家梁煤矿”）与京煤机械发生因采购、维修、加工相关煤炭机械、设备、配件和材料等而产

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共计 7,186.60 万元。由于高家梁煤矿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材料等已进入

大修期和更换期、以及红庆梁煤矿项目的不断推进，设备和材料采购、维修等将逐渐增多。

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公司与京煤机械发生交易的金额将有较大幅度增长。收购京煤机械

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减少与控股股东京煤集团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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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少公司京西矿区退出后的费用支出 

长沟峪煤矿处于北京西南部，公司安全培训中心所处区域是采空区，均位于北京的生

态涵养带内，且公司拥有的资产主要是房产和构筑物等，土地属于京煤集团，因此昊华能

源无法进行开发和建设；同时，两处资产每年仍要支付相应的维护和管理等费用，约 2,200

万元/年。因此，置换出该资产后，能够减少公司的费用负担。 

（4）新设公司获得相关资质具有较大难度且会形成同业竞争 

公司如果新设煤机制造加工企业，需要环评、水保、安全评审等一系列前置手续。随

着国家安全、环保等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准入门槛，新设企业的行政审批难度将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新设公司会使公司与京煤集团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将使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收购京煤机械 100%股权完成后，京煤

机械将纳入到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不产生资产处置损益，涉及对价增加公司资本公

积 3,579.67 万元；合并层面京煤机械纳入合并范围后，增加公司资产总额 10,189.86 万元，

增加公司负债 8,260.66 万元，增加所有者权益 1,929.20 万元。 

七、本次交易履行审议程序的情况 

1、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方董事阚兴、耿养谋、周晓东回避表决，

其他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京西煤矿关停后部分资产置换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京西煤矿部分关停后的退出资产（长沟峪煤矿

和安全培训中心的资产）作为支付对价，购买京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京煤机械 100%股权，

不足部分由京煤集团以货币资金补足。 

2、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前发表了会签意见，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允、合理原则，有助于公司转型转移发展，加强对内蒙矿区的管理和融合，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五届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一是本次交易有利

于公司产业转型转移，打造内蒙矿区安全生产管理、采购以及生产保障中心，并逐步做强

做大煤机制造加工产业。二是能够减少公司相关资产维护和管理费用的支出。三是收购京

煤机械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减少与京煤集团的关联交易。四是新设煤机制造加工维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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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安全、环保等政策性障碍，且会使公司与京煤集团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因此，独立董

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审计报告； 

（四）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