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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号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股份”或“公司”）

于 2019年 11月 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产能置换及

产能指标交易的议案》，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钢铁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

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原【2017】337 号）文件精神和《水

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等政策要求，新疆天山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公司拟向都安上峰水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安上峰”）转让熟料产能指标用于熟料项

目建设，具体产能指标如下： 

1、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天山”），

75 万吨/年熟料产能，设计产能 2500t/d，生产许可证号

XK08-001-05598； 

2、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吐鲁番天山”），

60 万吨/年熟料产能，设计产能 2000t/d，生产许可证号

XK08-001-06894； 

3、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以下简

称“阿克苏天山喀什分公司”），60 万吨/年熟料产能，设计产能

2000t/d，生产许可证号 XK08-001-0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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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子公司与都安上峰签署了《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

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14,62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陆佰

贰拾伍万元整）。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出让方的基本情况 

1、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1564352378X  

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哈密工业园区重工业加工区  

法定代表人：王东 

注册资本：47234.370000 万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水泥、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矿业开

发；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器材配件、机械、运输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包装袋的销售；房屋、设备、场地租赁；石灰

岩、废石、砂岩、页岩的开采、加工及销售。 

股东：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400560549616W 

住所：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大河沿镇新编 30 区大河沿镇天

山北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李红威 

注册资本：22500.00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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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水泥用石灰岩开采（仅限矿业分公司经营），水

泥、熟料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仓储服务

和场地租赁服务，低温余热发电，矿产品的加工、销售，混凝土

的生产、销售。 

股东：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1017486790688 

营业场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多浪路 66 号 

法定代表人：张锐 

成立日期：2003 年 05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石灰石、绿泥

石片岩、粘土矿、石英砂岩、泥岩的销售；石灰、石灰石粉生产、

销售；矿粉生产销售；水泥生产、机械配件加工、制造、销售、

安装、维修；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低温余热发电。 

股东：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都安上峰水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8MA5P4PC80B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都安临港工业

区临港扶贫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叶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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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000000 万 

成立日期： 2019 年 10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水泥、水泥制品生产、销售、出口、

进口（国家禁止及淘汰的项目除外）；水泥用石灰岩、水泥配料

用砂岩露天开采；建筑用骨料和溶剂用骨料、砂石的生产、销售；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生产、销售、出口、进口；电子设备生产、销售、出口、进口；

煤炭批发、零售。 

控股股东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2018 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547,513.90 万元，净资产 240,865.65 万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471,379.94 万元,净利润 142,418.92 万元。 

都安上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与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

斜的其他关系。   

都安上峰水泥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一：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二：阿克苏天山多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 

甲方三：吐鲁番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都安上峰水泥有限公司 

（二）转让价格 

根据甲、乙双方协商，共同确认上述转让标的的价格为 75

元/吨，作为本协议转让价格。前述 195 万吨/年熟料产能双方确

认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 14,62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亿肆仟陆

佰贰拾伍万元整）。 

（三）交割及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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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交易总

价款的 50%。 

2、甲方在收到本条第 1 款交易首付款 15 个工作日内，向转

出地省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产能转出公示及公告事宜。接到甲方

申请后转出地省级主管部门对外公示，公示期满后公布产能出让

公告日即为本协议项下产能指标资产交割日，甲方在资产交割日

即已完成本协议项下产能指标转出手续，并完成全部交割义务。

乙方应在资产交割日后第 40 天起的 5 个工作日内，且最晚不超

过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甲方无条件支付剩余交易价款即人民币

7,312.5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叁佰壹拾贰万伍仟元整）。 

（四）税费承担 

产能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缴纳。 

（五）甲方的承诺 

1、甲方所转出的产能指标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

效，并负责办理转出地产能指标转让的相关工作和手续。 

2、甲方在收到第三条第（一）款交易首付款 15 个工作日内，

向转出地省级主管部门申请对产能指标转让的核实、确认、转出

公告等相关工作。 

3、保证本次转出的产能指标合法、有效，并对该产能指标

拥有完整的处分权。 

4、自协议签订后，不得再次向他方商议、出让本协议项下

的产能指标。 

5、甲方转出产能指标所在的生产线在乙方项目建设投产前

关停，并在乙方项目投产一年内拆除。 

（六）乙方的承诺 

1、受让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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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中国境内的相关产业政策，乙方已充分了解本次交易标的熟料

产能及相关国家政策、法规，以及交易存在的政策风险。 

（七）甲、乙双方共同承诺 

1、甲、乙双方提交的涉及产能指标交易的各项证明文件及

资料均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故意隐瞒对本协议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任何情况。 

2、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

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手续均合法有效，本协议成立和产能转让

的前提条件均已满足。 

（八）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按照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支付交易价款，即

乙方违约，每逾期一日应按应支付交易价款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 15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

按照交易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2、若乙方未按照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约定支付交易价款，即

乙方违约，每逾期一日应按剩余交易价款的百分之十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逾期 10 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按

照交易总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3、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有权部门递交指标转让的申请，

每逾期一日应按应支付交易价款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 15 日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交易总

价款的 1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 

4、若因甲方违约导致产能指标转出未被转出地省级主管部

门核实、确认、公告，则甲方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乙

方已支付的交易价款。 

5、产能指标资产交割日之后，如产能指标减少或作废的，

其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不予退还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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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有关承诺，给另一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九）协议生效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及甲方收到交易首付款后

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产生的相关文件，

经甲乙双方书面认可后，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五、本次产能置换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下属公司进行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符合国家工信

部原【2017】337 号文件精神和《水泥玻璃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

法》等政策要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交易完成后，预计增加

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1.2 亿元，具体金额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相关转出产能指标所在生产线在交易对方项目建设投产前

关停，并在项目投产一年内拆除。 

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

上述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本次交易协议的履行需要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出让

方需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产能出让公告，受让方需向所在地相关

部门申办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对此出让方和受让方在办

理上述公告相关手续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家政策、外部宏观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以及其它不可预见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可能导致

协议无法全面履行。 

公司将根据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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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