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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8        证券简称：红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35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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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累计交易 3

次，累计金额 15,649 万 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沈煤

集团或其他关联人之间关联交易（已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

外）已超 3,000万元以上，同时，本次交易引致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与沈煤集团或

其关联人之间的非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达

到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于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

蒲河煤矿全部净资产的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方案 

公司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沈阳焦煤”）拟与沈阳沈北煤矿

有限公司（简称“沈北煤矿”）签订《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现金购买沈阳沈北

煤矿有限公司蒲河煤矿（简称“蒲河煤矿”）全部净资产（简称“本次交易”）。 

沈煤集团现持有公司 47.0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沈煤集团持有沈北煤

矿 61.74%的股权，为沈北煤矿控股股东；沈阳焦煤为公司子公司。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沈北煤矿是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沈煤集团或其他关联人之间关联交易（已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已超 3,000万元以上，同时，本次交

易及本次董事会另外审议现金收购清水二井煤矿部分土地及房产的关联交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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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与沈煤集团或其关联人之间的非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达到 5%以上。 

2、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公司与蒲河煤矿的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同时，有助于公司深化煤电联动，做大做强煤炭业务板块。 

本次交易是沈煤集团、沈北煤矿和公司落实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具

体措施，有助于解决公司与蒲河煤矿同业竞争，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有利于保护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子公司沈阳焦煤与沈北煤

矿《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行终止，沈阳焦煤与沈北煤矿正式解除《委托经营管

理协议》，沈北煤矿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将蒲河煤矿纳入沈阳焦煤煤炭板块。蒲河煤矿系沈北煤矿主营煤炭

开采、销售的分公司，煤种为褐煤，主要用于动力燃料和气化用煤。矿井核定生

产规模为 150万吨/年，开采方式为综合机械化采煤。截至 2017年末，蒲河煤矿

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22,555.3 万吨，可采储量 4,978.2 万吨。本次交易将有效增

加公司煤炭资源储量，有助于提升煤炭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有助于保障下属热

电企业生产所需原料煤供应，提升煤炭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及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事项已取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沈煤集团拟向控股的红阳能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转让沈

北煤矿清水二井部分资产和蒲河煤矿净资产的批复》（辽国资煤炭[2018]51 号）

批准及确认。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于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清水二井煤矿部分土地及房产的

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方案 

公司拟与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简称“沈北煤矿”）签订《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以现金购买沈北煤矿下属清水二井煤矿部分土地及房产。 

沈煤集团现持有公司 47.07%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沈煤集团持有沈北煤

矿 61.74%的股权，为沈北煤矿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沈北

煤矿是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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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沈煤集团或其他关联人之间关联交易（已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已超 3,000万元以上，同时，本次交

易及本次董事会另外审议现金收购蒲河煤矿净资产的关联交易，引致公司过去十

二个月与沈煤集团或其关联人之间的非日常关联交易累计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达到 5%以上。 

2、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公司与沈煤集团下属企业同业竞争，同时，有助于

盘活现有资产，开拓清洁能源业务。 

本次交易是沈煤集团和公司落实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承诺的具体措施，有

助于解决公司与沈煤集团其他下属企业同业竞争，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要求，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子公司沈阳焦煤与沈北煤矿《委托经营管理协

议》中对清水二井的托管自行终止，沈阳焦煤与沈北煤矿正式解除《委托经营管

理协议》。 

清水煤矿作为煤炭资源枯竭矿山，严格落实国家关于资源枯竭矿山和煤炭

“去产能”要求，依法实施关停，现留存部分有效土地、房产等资产。综合考虑

供给侧改革和环境保护等宏观政策因素影响下，煤炭结构性问题短期内难以改

变，清洁能源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上市公司作为热电联产清洁能源的企业，拟购

入清水煤矿关停后留存的相关土地、房产等有效资产，作为公司未来清洁能源基

地配套，拟将此部分资产经评估作价出资参股相关煤炭高效洁净生产加工企业，

实现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协同发展，规避传统煤炭产业的冲击，为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创新途径。 

本次交易已取得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沈煤集团拟

向控股的红阳能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转让沈北煤矿清水二井部分资产和蒲河

煤矿净资产的批复》（辽国资煤炭[2018]51号）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沈北煤矿是沈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由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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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名    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长波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5 年 1月 29日 

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镇建设路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原煤洗选加工；煤炭、煤矸石

销售。 

沈北煤矿 2015 年、2016年及 2017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5 年末 

或 2015 年度 

402,252,071.06 19,612,369.26 362,794,714.37 -42,917,736.54 

2016 年末或

2016 年度 

391,686,106.79 -1,711,047.94 265,916,825.16 -7,955,784.56 

2017 年末或

2017 年度 

404,246,652.37 35,341,850.91 350,479,952.36 30,179,820.3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于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

蒲河煤矿全部净资产的关联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蒲河煤矿净资产。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瑞华审字[2017]25010017 号），

截至 2017 年 6月 30 日，蒲河煤矿经审计净资产为 10,153,924.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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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河矿基本情况 

名    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蒲河煤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3118154662Q 

负责人：于长波 

营业场所：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街道大望社区 

成立日期：2002 年 4月 1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4月 1日至长期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煤加工；煤炭、煤矸石销售。 

蒲河煤矿系沈北煤矿主营煤炭开采、销售的分公司，煤种为褐煤，主要用于

动力燃料和气化用煤。矿井核定生产规模为 150 万吨/年，开采方式为综合机械

化采煤。截至 2017 年末，蒲河煤矿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22,555.3万吨，可采储量

4,978.2万吨。 

蒲河煤矿 2015 年、2016年及 2017年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产量（吨） 销量（吨） 单价（元/吨） 

2015 年度 1,286,000 1,276,127 159.49 

2016 年度 1,295,176 1,304,039 169.80 

2017 年度 1,289,802 1,291,232 271.43 

蒲河煤矿 2015 年、2016年及 2017年主要经营指标（未审计）如下：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净利润（元） 

2015 年度 203,783,914.54 196,074,088.18 -29,420,115.24 

2016 年度 233,205,012.96 178,852,463.21 10,558,394.70 

2017 年度 351,502,951.54 264,585,829.47 45,250,940.47 

蒲河煤矿现有 C2100002010071120070131《采矿许可证》。蒲河煤矿资产权

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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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清水二井煤矿部分土地及房产

的关联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拟转让清水二井煤矿申报的相关资

产，包括房屋建（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 

2、交易标的情况 

清水二井煤矿作为煤炭资源枯竭矿山，已于 2016 年实施供给侧改革，“去

产能”已关闭。相关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依据 

蒲河煤矿净资产的定价依据为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的评估后的评估值，并经国资主管部门核准。 

清水二井煤矿申报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构）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定价

依据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的评估值。 

（二）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6月 30日。 

（三）评估方法 

对蒲河煤矿净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对清水煤矿部分土地、房产，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 

（四）评估结果及交易价格 

1、蒲河煤矿净资产 

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拟转让涉

及的其蒲河煤矿分公司净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

评字第 90032 号），资产基础法初步评估结论为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429.23 万

元，收益法初步评估结论为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218.93万元，两者相差 210.30

万元，差异率为 1.84%。 

评估机构认为，资产基础法是从企业现时资产重置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对

资产基础法中的采矿权价值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对于以矿山开采为主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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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企业来讲，资产基础法的结论既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的价值，也包

括了从收益角度衡量企业的价值，并且受市场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因此，

能合理反映被评估企业的股权价值。收益法基于预期原理, 反映企业各项资产的

综合获利能力,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估算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由

于煤炭市场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较大，未来煤炭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本次

评估采用成本法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比较合理，故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结论作

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蒲河煤矿的净资产价值评估结果为

11,429.23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日。各方确定蒲河煤矿净资产交

易价格为 11,429.23 万元。 

交易价格已经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沈煤集团拟向

控股的红阳能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转让沈北煤矿清水二井部分资产和蒲河煤

矿净资产的批复》（辽国资煤炭[2018]51号）确认。 

2、清水煤矿部分土地、房产 

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拟转让单

项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 90038 号），清

水煤矿部分土地、房产评估值为 5,325.3615 万元，账面净值为 4,873.8975 万元，

评估基准日为 2017 年 6月 30日，在综合考虑评估结果，清水煤矿部分土地、房

产的交易价格为 5,325.3615 万元。 

五、《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主要条款 

（一）对蒲河煤矿的购买协议 

1、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后出具《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拟转让涉及的其蒲

河煤矿分公司净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

90032号）认定，截至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11,429.23万元。 

沈阳焦煤、沈北煤矿对上述评估值予以确认，并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1,429.23 万元。 

2、标的资产的对价支付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由沈阳焦煤按照下列方式分两期向沈北煤矿

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且沈阳焦煤、沈北煤矿双方签署《交割确认单》后 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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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沈阳焦煤向沈北煤矿支付交易价格的 95%，即 10,857.77万元。 

完成标的资产权属证书证载所有权人的变更后 3个工作日内，沈阳焦煤向沈

北煤矿支付剩余价款（交易价格的 5%），即 571.46万元。 

3、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收益（经审计）应当

全部归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应当全部由交易对方沈北煤矿以现金方

式全额补足。 

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和过户 

交易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即应着手准备办理标的资产转让

给沈阳焦煤的一切必要事项，包括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签署《交割确认单》、配

合办理标的资产权属证书变更等。 

5、协议成立、生效 

本协议自沈阳焦煤、沈北煤矿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

成立。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资产购买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等； 

（2）资产购买方之控股股东红阳能源依据其章程召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及其

他有关文件等； 

（3）资产出售方决策机构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等； 

（4）标的资产经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且评估结果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  

（5）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有权政府机

构批准。 

若因本条项下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履

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赔偿责任。 

（二）对清水煤矿的购买协议 

1、标的资产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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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司拟转让

单项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 90038号），

清水煤矿部分土地、房产评估值为 5,325.3615 万元。 

红阳能源、沈北煤矿对上述评估值予以确认，并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标的资

产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即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5,325.3615 万元。 

2、标的资产的对价支付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转让对价，由红阳能源按照下列方式分两期向沈北煤

矿支付： 

在本协议生效且红阳能源、沈北煤矿双方签署《交割确认单》后 3 个工作

日内，红阳能源向沈北煤矿支付交易价格的 95%，即 5,059.0934万元。 

完成标的资产权属证书证载所有权人的变更后 3 个工作日内，红阳能源向

沈北煤矿支付剩余价款（交易价格的 5%），即 266.2681万元。 

3、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和过户 

交易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即应着手准备办理标的资产转

让给红阳能源的一切必要事项，包括办理标的资产的交割签署《交割确认单》、

配合办理标的资产权属证书变更等。 

4、协议成立、生效 

本协议自红阳能源、沈北煤矿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后成立。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资产购买方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等； 

（2）资产购买方之控股股东红阳能源依据其章程召开董事会和/或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资产购买协议及其他有

关文件等； 

（3）资产出售方决策机构审议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等； 

（4）标的资产经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且

评估结果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  

（5）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事项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有权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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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若因本条项下之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

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赔偿责任。 

 六、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其他事项 

（一）沈北煤矿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此前，清水二井煤矿关停后，与公司已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

沈阳焦煤与沈北煤矿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自行终止，沈阳焦煤对蒲河煤

矿及清水二井煤矿的委托经营管理关系解除。 

（二）设立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 

本次交易完成后，设立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蒲河煤矿（分公司，负责人单

位），由其承接原蒲河煤矿矿权、资产。同时，按照“人随资产、业务走”的原

则，原蒲河煤矿全部职工安置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保接续手续，确保蒲

河煤矿生产安全，人员稳定。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拟将对受让的清水二井煤矿房屋建（构）筑物、

土地使用权进行再评估，作为对国能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能绿色

能源”）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国能绿色能源参股股东，共同建设沈阳

市沈北洁净煤粉生产基地及清洁煤炭生产储运物流基地，以加快公司煤炭产业

创新升级、统筹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 

（四）账务处理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蒲河煤矿应付沈北煤矿 185,006,713.70 元，将由

沈阳焦煤向沈北煤矿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分两期支付，其中，首期

92,503,456.85元应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偿还，剩余 92,503,456.85元应于 2018

年 12月 31日前偿还。 

七、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5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

司蒲河煤矿净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拟现金购买沈阳沈北煤矿有限公

司清水二井煤矿部分土地及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共 9 名董事参与表决，其

中：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3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3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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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解决控股股东沈煤集团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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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客观公允，符合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沈煤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1,887万元，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与沈煤集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15,649

万元。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主对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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