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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9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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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

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股权结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

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平

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10%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简称“甲方”）、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丙方”）、平顶山尼龙城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丁方”）四方拟在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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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区设立合资公司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

为准），建设年产2万吨印染项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

万元，甲方以现金出资7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乙方以现金出

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丙方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25%；丁方以现金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 

本次投资已于 2019年 8月 21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该合资公司的设立不需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本次合资

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述 

年产 2 万吨印染项目由甲方、乙方、丙方、丁四方共同出资设立

的合资公司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建设，项目总投资 61451.4 万元

(含全额流动资金），其中：建设投资 46962.6万元，建设期利息 2020.4

万元，流动资金 12468.4 万元；建设期 2 年；正常达产年实现销售收

入 103448.3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前为 21.38%，所得税后为

15.72%；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为 5.86 年，所得税后为 6.75 年。 

项目以化纤织物经印染、整理生产高档印染面料和辅料，属于国

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鼓励的“采

用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小浴比染色、数码印花等染整清洁生产技术以

及阻燃、抗静电及多功能复合等功能性整理技术生产高档纺织面料”

范围，符合我国《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鼓励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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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有助于借鉴外来技术、市场及经验，进一步完善当地产业链，

促进与上下游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吸引外来投资，推动和促进当

地及河南纺织产业的整体协调发展和优化升级，提升国内传统纺织行

业的技术水平。项目采用目前国内先进染整、后整理成熟工艺，工艺

流程短，效率高，工艺技术来源先进、可靠。 

（二）合资对方简介 

    1、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代表：陈建龙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龙门村(长山湖购物广场 A1-1) 

    经营范围：对石化业、化纤业、纺织业、能源业、房地产业、医

药业、汽车业、金融业、酒店业、物流业、电子信息业、经编机械业、

商业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针纺织品、焦炭、重油（不含

成品油）、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成品油）、矿产品（不含石油、

天然气等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及橡胶制品、家电、五金交电（不含电动

自行车）、服装、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纺织品的研发；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企业管理

咨询及服务；商务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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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自有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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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3 日 

    主要股东：福建省诚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9% 

    2、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平顶山市东鑫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身松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石龙区兴龙路 16 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焦炭、硫酸铵、煤焦油 26340 吨/年、

粗苯 7526 吨/年、洗精煤、中煤、煤泥；批发钢材、生铁。 

    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2 日 

    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47 亿元，净资产

1.91 亿元；2018年 1-12 月营业收入 5.32 亿，净利润 2933 万元。 

    主要股东：陈天兴持股 51 % 

    3、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平顶山尼龙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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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平顶山市叶县德化街中段 

    经营范围：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土地整理服务、土地

开发；物业管理；公用事业建设和运营管理服务；物流服务；项目投

资及咨询服务;汽车租赁；自来水生产、销售（限工业用水）；售配电

（限工业用电）；蒸汽购销；天然气购销;物资储运（危化品除外）;

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化学纤维及制品、塑料及制品、

办公用品的购销；自有房地产经营；房屋、土地、机械设备收购、租

赁及销售；建材的采购和销售；会务代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工程项目建设维护及运营；污水处理；智慧园区建设维护及运

营。 

    成立日期：2009 年 9 月 3 日 

    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68 亿元，净资产

3.65 亿元。 

    主要股东：平顶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股 55%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名称

为准） 

2.公司地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3.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4.股权结构：甲方以现金出资 7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乙方以现金出资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0%；丙方以现金出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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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丁方以现金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10%。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四方决定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一期 2 万吨/年印染项目。 

2、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印染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3、公司住所：平顶山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4、公司经营范围：纺织品新材料的研发、纺织品染整加工、经

营纺织品贸易和企业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 

5、公司计划投资项目：年产 2 万吨/年印染项目。项目建成投产

后，根据公司发展需要，择机实施二期项目的规划投资建设。 

6、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甲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

为 7000 万元，占公司 35%股权；乙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 6000 万

元，占公司 30%股权；丙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 5000 万元，占公

司 25%股权；丁方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 2000 万元，占公司 10%股权。 

7、在适当时机，四方股东依照各自持股比例拿出不超过总股本

10%的股权允许管理层认缴持股，提高管理团队的主人翁意识，实现

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8、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

中：甲方推荐 2 名，乙方推荐 2 名，丙方推荐 1 名，经股东会选举产

生。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董事、董事长可连选连任，其中董事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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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推荐，经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9、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7 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1 名，

乙方推荐 1 名，丙方推荐 1 名，丁方推荐 1 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

职工监事 3 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

生。监事会每届任期三年，监事、监事会主席可连选连任，其中监事

会主席由丙方推荐，经监事会选举产生。 

10、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按照

市场化原则具体运营管理。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乙方推荐，经董事

会聘任；公司设副总经理 2 或 3 名，按照市场化原则招聘，经董事会

聘任；公司设财务总监 1 名，由甲方推荐，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

聘任。 

11、各方应在合资公司约定出资缴纳日按时缴纳出资，如逾期

30 日仍未足额缴纳的，其他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停止申请设立公司，

申请设立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前期筹办所耗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并赔

偿守约方损失。 

12、由于一方原因，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

过错方赔偿由此给公司及对方造成的损失。 

13、未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擅自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损害公

司利益的，或有占用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除返

还占用资金资产外，还应赔偿公司损失。 

14、本协议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任何一方需变更、解除

本协议的，要求变更、解除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其他三方，征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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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同意后，签订书面变更、解除协议。 

15、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各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可以向合资公司所在地法院起诉。 

16、本协议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取得有

关审批或备案手续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十二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三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印染作为尼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承上启下，印染项目的建设，

能够加快尼龙产业链上下游的纺丝、织造、服装等企业的发展，为尼

龙产品就地转化创造良好的市场优势，加速推进尼龙产业的发展。公

司通过合作建设年产 2 万吨印染项目，积极涉足印染行业，促进了产

业结构的调整, 丰富了产品种类，对逐步构建尼龙切片—纺丝—织造

—印染的全产业链，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尼龙行业的优势地位，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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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建设尚需河南省环保厅审核批准，是否能够批准存在

着一定的风险。 

对策：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豫环函[2018]97 号）批复的平顶山

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跟踪环境影响报告书，同意平顶山尼龙新材料

产业集聚区“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跟踪评价的原则，立足于淘

汰整合区域印染产业。根据区域水环境承载力高水平、高标准适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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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印染项目。”本项目严格执行《印染行业规划条件》（2017 年版）

要求，采用清洁生产的理念，通过“无废少废工艺”采取“源消减源

控制”措施，改变了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从产品品种设计、

加工工艺流程设计、工艺参数选择、设备选型等方面入手从源头上减

少了污染物的产生。 

2、该项目是平顶山市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尼龙 6 产业链的配

套项目，由于产业集聚区尼龙 6 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尼龙

6 产业发展不均衡、印染企业原料不足的风险。 

对策：目前，产业集聚区已正在建设 1 万吨/年织带项目、1 亿

米高端面料织造项目，这些项目可为印染项目提供原料。平顶山市周

边的汝州汝绣产业、平棉纺织集团等企业也存在着较大的印染产能需

求。河南省服装行业年产值 3000 亿元左右，年需求面料十多亿米，

对印染行业有巨大的需求空间。 

3、该项目属环境敏感行业，存在着环保监管力度加强、标准提

高的政策风险。 

对策：该项目采用电脑配色及染化料的自动称量、加料技术，提

高染色打样的准确性、工艺的重现性，提高产品的一次染成率，减少

回染造成的浪费及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该项目采用新技术建设冷凝

水、冷却水、循环水等的回用装置，减少项目用水；加强冷凝水、染

色高温水、定型机废气等余热的回收利用，降低能耗消耗。该项目污

水采用“清浊分流、分质处理”的原则，加之膜技术的使用，大幅度

提高了中水的回用率，减少了染色废水的排放。 



 10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