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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下午14:30； 

二、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亿利生态广场一号楼10层一号会议

室； 

三、董事会与公司聘请的现场见证律师共同对出席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验

证，并登记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及其代表到会情况，并介绍与会的其他嘉宾，会议进

入议题的审议阶段； 

   （二）宣读、讨论、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董事及高管人员解答股东提问；  

六、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并填写投票表决书； 

七、选举一名股东代表和现场见证律师统计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各项议案审议及表决结果； 

九、现场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十、主持人致结束语并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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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一：《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基于公司依托大西北资源优势和在化工领域长期经营中积累的化工园区丰

富管理经验，为推进公司三级增长战略，夯实循环经济产业，实现协同发展资源

共享，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收购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鼎公司”）和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杭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先进管理水平，提升亿

鼎公司和新杭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效率，进一步夯实和强化公司在煤制乙二醇

行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现将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汇报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亿鼎公司是由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

团”）持有 60%股权、淄博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0%股权的大型生态农业公司。

目前投产 60 万吨/年合成氨、104 万吨/年复合肥，主要产品有小（中）颗粒尿

素、硫酸铵、硫磺、脲铵氮肥等；在基础上，亿鼎公司同时拥有高塔造粒复合肥

生产线和有机肥生产线，规划以煤和生物质为原料生产尿素和生物炭基复混肥，

拟建设年产 260万吨生物炭基复混肥项目。拟收购的新杭公司通过采用煤制乙二

醇两步法，通过合成气气相反应合成草酸酯，再加氢催化生产乙二醇的工艺技术，

已投产 30 万吨煤制乙二醇装置，主要产品有优等品乙二醇、甲醇，副产品有粗

乙二醇、碳酸二甲酯、混合醇等。新杭公司 60 万吨草酸二甲酯制乙二醇项目，

目前一期 30 万吨乙二醇、20 万吨甲醇项目已竣工投产。 

根据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亿利集团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约定，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亿利集团已将持有的新杭公司和亿鼎公司股权委托公司统一经营管理

（详见公司 2018-035 号公告）。 

本次公司拟与亿利集团及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新时代”）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审计后账面净资产为转让依据，以

现金方式向亿利集团收购其持有的亿鼎公司 60%股权、向西部新时代收购其持有

的新杭公司 75.19%股权。 

本次股权交易以亿鼎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158,353.99 万元和新杭公司经审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7 
 

计的净资产 90,924.75 万元为收购基准价格计算，即亿鼎公司 60%股权的收购价

格为人民币 95,012.39 万元；新杭公司 75.19%股权的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68,366.32万元，交易金额共计 163,378.71 万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0116933283H 

法定代表人：王文彪 

注册资本：122,000 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 30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科技开发；生态建设与旅游开发；物流；矿产资源研发利

用；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分支机构经营）；经营矿产资源和煤炭的

进出口业务；经营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石油

沥青进出口业务；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煤炭、燃料油、沥青、电线

电缆、纸浆、百货、针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纺织原料、化肥、电器机械及器材、矿产品销售；粮

食及农副产品的购进与销售；纸品贸易；物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片剂、硬胶囊剂、口服溶液剂的生产、保健食品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甘草、麻黄草等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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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亿利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49.16%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587,794.97万元、负债总额 6,855,798.06 万元、资产净额 3,731,996.90 万

元、营业收入 4,500,753.21万元、净利润 204,591.83万元。 

（二）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76937007H 

法定代表人：田继生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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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号院 1号楼 10层 1003内-D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不含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需获得相关部门许可的产品除外）

等。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西部新时代 35%股权，亿利集团持有西部新时代 15%的

股权，公司董事长尹成国先生担任西部新时代的董事、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与西部新时代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404,903.95

万元、负债总额315,943.67万元、资产净额88,960.28万元、营业收入656,924.71

万元、净利润 6,683.53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亿鼎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119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5581757924H 

法定代表人：姜勇 

注册资本：141,924.6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09 月 01 日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所在地亿利路西侧 

经营范围： 氨（液氨）、硫磺、一氧化碳、氢气的生产和厂区范围内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种植、养殖；蒸汽、供暖、电力、初级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合成

氨、尿素、脲胺氮肥、复混肥料（复合肥料、生物炭基复混肥、有机-无机复混

肥、缓释肥、控释肥、水溶肥、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微量元素水溶肥料、含氨基

酸水溶肥料、稳定性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微量元素肥料、中量元素

肥料、土壤调理剂、生物有机肥、农用微生物菌剂、解磷类微生物菌剂、复合微

生物肥料的生产、销售。亿鼎公司目前投产 60 万吨/年合成氨、104 万吨/年复合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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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鼎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85,154.76 60% 

2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6,769.84 40% 

合计 141,924.60 100% 

3、亿鼎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及 2018 年 1-5 月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8）第 110ZC6155 号]，亿鼎公司最

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5.31/2018 年 1-5 月 

（万元）（经审计） 

2017.12.31/2017 年度 

（万元）（经审计） 

资产总计 441,124.53 486,979.48 

负债总计 282,770.54 336,909.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8,353.99 150,070.22 

营业收入 67,448.05 147,998.53 

净利润 7,993.34 -6,419.75 

4、亿鼎公司权属状况说明 

亿鼎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形。公司与亿鼎公司无非经营性

往来。 

5、审议程序履行情况  

亿鼎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亿利集团将其持有的亿鼎公司 60%股权转

让至亿利洁能，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1、新杭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119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5594602446L 

法定代表人：苏和平 

注册资本：66,501 万元 

成立日期：2012 年 0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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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所在地亿利路西侧 

经营范围：乙二醇、甲醇、粗甲醇、草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乙醇、粗乙

醇、粗乙二醇、混合醇、杂醇、蒸汽凝液、石蜡的生产销售。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 

2、新杭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75.19% 

2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6,501 24.81% 

合计 66,501 100.00% 

3、新杭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5 月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8）第 110ZC6154 号）]，新杭公司最近一年

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5.31/2018 年 1-5 月 

（万元）（经审计） 

2017.12.31/2017 年度 

（万元）（经审计） 

资产总计 355,719.06 350,760.97 

负债总计 264,794.30 274,272.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90,924.75 76,488.60 

营业收入 85,240.07 163,919.52 

净利润 14,176.18 5,815.49 

4、新杭公司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新杭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公司不存在委托该公司理财的情形，新杭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2013 年 9 月，新杭公司因经营资金需要，先后两次向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

赁业务，授信额度分别为 50,000 万元和 40,000 万元,共计 90,000 万元，由公司和

亿利集团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该担保事项先后经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五次、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16 年 9 月，经友好协商，原融资租赁合同期限进行变更，原 50,000 万元

融资租赁项目租赁期限延长 16 个月至 2020 年 1 月 2 日，原 40,000 万元融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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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项目租赁期限延长 16 个月至 2020 年 1 月 25 日。由公司和亿利集团继续为变

更后租赁合同项下义务的履行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担保事项经公司

2016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

2016-105、2016-120 号公告） 

上述公司为新杭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帮助新杭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满

足其乙二醇项目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后续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担保由公司与亿利集团共同为其提供，风险可控。

截至 2018年 6月 30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 378,610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42%，全部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和参

股公司提供的担保。除此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也无逾期担保。公司为新杭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 

5、审议程序履行情况 

新杭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西部新时代将其持有的新杭公司 75.19%股

权转让至公司，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就上述转让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是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以亿鼎公司

经审计的净资产 158,353.99 万元和新杭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90,924.75 万元为转

让基准价格计算，即亿利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 60%的亿鼎公司股权以人民币

95,012.39 万元转让给公司；西部新时代同意将其持有的 75.19%新杭公司股权以

人民币 68,366.32 万元转让给公司。 

《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5 月审计报

告》（修正）和《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5 月审计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协议——关于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0%

股权》 

1、本次交易协议的协议主体 

甲方（受让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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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转让方）：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2、标的资产 

亿鼎公司 60%股权 

3、转让价格 

协议各方同意，以审计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净资产作为标的股权的作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价格。亿鼎公司 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95,012.39 万

元。 

4、债权清收 

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清收亿利集团及其子公司与亿鼎公司因股权收购而

形成的应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90,351.65 万元。 

5、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同意，甲方与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对应的现金对价的 50%，完成工商变更后 15 日内支付

现金对价剩余 50%。 

6、标的股权交割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交割日是指目标公司 60%股权过户至乙方的工商变

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 

7、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及/或盖章后成立，经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8、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9、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各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本

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法院诉讼解决。 

（二）《股权转让协议——关于鄂尔多斯市新杭能源有限公司 75.1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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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协议的协议主体 

甲方（受让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西部新时代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标的股权 

新杭公司 75.19%股权 

3、转让价格 

协议各方同意，以审计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净资产作为标的股权的作价依据，

经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股权的价格。新杭公司 75.19%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8,366.32

万元。 

4、债权清收 

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清收亿利集团及其子公司与新杭公司形成的应收关

联方非经营性资金 1,197.83 万元。 

5、支付方式 

协议各方同意，甲方与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对应的现金对价的 50%，完成工商变更后 15 日内支付

现金对价剩余 50%。 

6、标的股权交割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交割日是指目标公司 75.19%股权过户至乙方的工商

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 

7、过渡期安排  

自“基准日”（2018 年 5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止为过渡期。于过渡期内， 目

标公司产生的收益全部由受让方享有；目标公司截至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目标公司原股东方在过渡期内协商是否进利润分配，如在过渡期内进行利润分

配，受让方将按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计算支付转让价款，如不进行利润分配，则

此利润归受让方享有。 

8、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及/或盖章后成立，经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生效。 

9、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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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

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10、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如各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本

协议签订地有管辖权法院诉讼解决。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意义 

（一）夯实循环经济产业，优化核心产品结构 

公司在年报中已披露 2018 年经营规划为推进公司三级增长战略，其中第一

级增长战略即为稳健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在巩固既有循环经济产业优势的基础

上，充分借力控股股东亿利集团在生态修复领域的成就，建设并开发依托大西北

优质资源的循环经济园区，形成公司业绩增长的压舱石。 

公司在达拉特旗工业园（达旗）建设以以 PVC、烧碱、电石为核心的一体化

循环产业链，目前，已成为该行业标杆企业。同时，标的资产所在独贵塔拉工业

园区（独贵）经亿利集团多年培育，已经形成以乙二醇为核心产品的一体化循环

经济产业链。两者均符合公司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

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发展战略，均为公司核心经营业务。 

（二）实现协同发展资源共享，增强核心竞争力 

达旗与独贵两个化工园区相距不到 100 公里，均依托亿利集团库布其沙漠治

理转化成果，打造成行业内标杆和花园式森林循环经济园区，产品类别同属聚酯

类。独贵园区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工艺技术管理、到产品销售、物流运输、市场

协同等资源均与公司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同时，公司通过对达旗园区的整体管

理运营，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物流等资源储备。此次收购有利于

核心资源共享，协同效应明显；运用公司专业化管理经验，将通过对独贵园区企

业提高管理效率，有效减低标的公司的营销、采购成本；共享公司已延伸发展的

供应链物流业务，支持保障循环经济产业安全。提升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同时，

进一步夯实和强化公司在循环经济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 依托资源技术优势，形成新利润增长点 

独贵园区为依托大西北资源优势而建立的循环经济园区，通过不断技术创新

和清洁环保服务于库布其生态文明建设。标的公司产品具有核心技术，经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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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较强，符合国家进口替代和产业升级。本次收购将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

循环经济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

升公司经营效益，并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交易完成后，亿鼎公司和新杭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因属于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将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有

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所收购股权公司重大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公司不存在

较大差异。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亿利集团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请其他各位

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该议案，并填写投票表决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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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议投票表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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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书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名称:                                                                                                                                                                                                   

 

代表股份总数（股）：                  投票人签字：                     

 

 

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每一位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

代表必须认真填写。在每项议案对应栏后的投票表决结果中所对应的同意、反对、

弃权项下用“√”标明您的意见。 

谢谢您对本公司的支持和关心。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