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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2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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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首山化

工”）拟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公司，建设年产 20 万吨环己酮项目。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首山化工 51%的股权，是首山化工

控股股东，因此本次成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成立合资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出资双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公司，根据本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

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第五条规定，公司豁免将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成立合资公司不需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 

●特别风险提示：本投资项目需进行安全评价和环境评价，其评价能否获得

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成立一

家公司——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定为准），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为 4 亿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1.96 亿元，占 49%的股权；首山化工以现金

出资 2.04 亿元，占 51%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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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首山化工 51%的股权，是首山化工控

股股东，因此本次成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许昌市襄城县湛北乡丁庄村 

法定代表人： 杨红深 

注册资本：  肆亿叁仟玖佰万圆整 

成立时间： 2005 年 08月 16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0257794075671 

（二）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粗苯、煤气、焦炭、焦油生产经营；煤炭零售经营；焦炭、高纯

硅烷气、多晶硅生产技术的研发服务；钢材批零；货场租赁；发电、电力销售。 

主要业务开展状况：公司建设 210 万吨重介洗煤装置一套、4.3 米捣固焦炉

两座、7.63 米大容积焦炉两座，20 万吨二甲醚、10 万吨甲醇、10 万吨苯加氢装

置各一套、5 亿立方米煤气制氢装置一套、6000 千瓦煤气发电机组两套、干熄焦

余热发电机组一套，形成了由原煤入洗、矸石制砖、中煤发电、精煤炼焦、化产

回收、煤气综合利用为一体的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通过煤气制氢与集团尼

龙化工产业对接/焦油深加工与碳素产业对接/氢气制硅烷与光伏及电子产业对

接，从低端的煤炭一直延伸到了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端产业领域，做到原料进厂

后全部转化为产品，吃干榨净，无废料出厂，已成为国内装备技术最先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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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最长、循环经济效果最优的煤化工企业，被全国煤炭协会树立为循环经济发

展样板企业，先后获得了全国和省“五一”劳动奖状，被省国资委确定为发展混

合所有制试点单位。 

 （三）截止本公告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2389 51.00 

2 许昌市卧虎山焦化有限公司 18495.07 42.13 

3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3015.93 6.87 

合计 43900 100.00 

（四）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 1-9 月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4563.24 438674.97 

负债总额 351078.49 378430.98 

所有者权益总额 63484.75 60243.99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919443.81 983059.48 

利润总额 16492.69 13630.22 

净利润 13057.86 9955.02 

    （五）关联方关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神马股份 49.28%的股权，是神马股份控股股东。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首山化工 51%的股权，是首山化工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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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立公司方案 

（一）公司名称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工商核定为准） 

    （二）公司注册地址 

襄城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三）公司注册资本 

     4 亿元人民币 

（四）公司股权结构 

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1.96亿元，占 49%的股权；首山化工以现金出资 2.04亿

元，占 51%的股权。 

（五）公司经营范围 

环己酮、环己烷、环己烯及相关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对外贸易；化工、化学

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化工设备及配件的设计、销售；建材销售（最终以工商部

门审核批准范围为准）。 

    （六）公司拟开展的业务 

合资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20万吨环己酮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18591 万元人

民币，其中建设投资为 107363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4072万元，流动资金为 7156

万元；建设期 2年；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81966 万元；投资回收期 6.64年（所

得税后）；投资回收期 5.70年（所得税前）。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许昌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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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双方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名称最终

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定为准，简称 “新公司”或“公司”）。 

2、新公司住所：襄城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3、新公司的经营范围：环己酮、环己烷、环己烯及相关副产品的生产销售、

对外贸易；化工、化学技术服务及咨询服务；化工设备及配件的设计、销售；建

材销售。（最终以工商部门审核批准范围为准）。 

4、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4亿元整。 

5、公司的经营期限：长期。(营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公司成立之日)。 

6、双方出资金额及出资方式为： 

（1）甲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2.04亿元，占股 51%。 

（2）乙方以货币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1.96亿元，占股 49%。 

7、首期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其中，甲方出资 1.02 亿元，乙方出资 0.98 亿

元），双方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将出资款汇入新公司银行帐户；二期出资人民

币 2亿元（其中，甲方出资 1.02亿元，乙方出资 0.98亿元），双方于 2019年 3

月 31日前将出资款汇入新公司银行帐户。 

8、新公司成立后，投资各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

产权，并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9、双方积极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支持公司的建立和公司业务的全面开

展，承担下述责任和义务： 

甲方的责任 

(1)及时提供新公司注册所需应由甲方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 

(2)及时足额缴纳出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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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新公司工商登记事宜。 

(4)其他应履行的义务。 

乙方的责任 

(1)及时提供新公司注册所需应由乙方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 

(2)及时足额缴纳出资款。 

(3)协助办理新公司工商登记事宜。 

(4) 其他应履行的义务。 

10、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名，甲方推荐 3名，乙方推荐 2名；董事

每届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由推荐方指定连任。设董事长 1名，由乙方推荐的

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11、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 3名，甲方推荐 1名，乙方推荐 1名，公司

职工监事 1 名；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公司设监事会主席

1名，由甲方推荐担任。 

12、公司设总经理 1名、财务总监 1名、副总经理 2名、总工程师 1名、财

务机构负责人 1名。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由甲方推荐，总经理全面主持公司的生产

经营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对董事会负责，其职权由公司章程决定；财务

机构负责人由乙方委派,高管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13、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如数按期缴付出资额时，则从第十五天起

算，每逾期一个月（不足 1 月的按 1 月计算），违约方应向守约方缴付相当其未

缴纳出资额 5％的违约金。逾期三个月，其他合资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赔偿损失。 

   （2）因合资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时，应由违约方承担

经济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组建设立公司已支付的一切费用、出资利息损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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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诉讼费用等）。 

14、争议的解决 

凡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由协议签订地仲裁委员机构依法仲裁。 

15、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合资公司采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所拥有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己烯法制

环己酮生产技术建设年产 20 万吨环己酮项目，该技术具有成本低、效益好、质

量高、稳定性佳等优点，生产“三废”处理设施齐全、安全和职业卫生措施完备，

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节约型的良好生产工艺路线，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本公

司作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产业上市公司，具有资金、技术及人才储备优势。

首山化工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煤化工骨干企业，具有精苯、氢气、煤气、蒸汽等

资源优势，公司体制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充

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携手共同发展，决定合建年产 20 万吨环己

酮项目。该项目预期投资收益较好，本公司参与该项目建设可获得较好收益，同

时也是本公司做大尼龙产业、构建大尼龙格局的需要，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打

造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发挥尼龙技术优势，延伸尼龙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模式。本次投资以本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从长远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资金供应风险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由于资金不落实,导致建设工期延长,工程造价上升,

使原定投资效益目标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为防范资金供应风险，必须认真做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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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来源可靠性分析，根据资金使用计划，采取相应地对策与措施，确保资金根据

计划及时足额到位，以满足项目得到足够的、持续的资金供应。 

    2、安全与环保风险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环己酮，属危险化工产品，生产或储运的过程中，存在安

全风险和环保风险，因此要加强生产控制和储运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和环保投入，

尽可能降低安全风险和环保风险的发生程度。 

七、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 

2019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万善福先生、巩国顺先生、张电子先生回避

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赵海鹏先生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是公平的。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