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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仅系各方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所涉

及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

商，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后，另行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予以确定。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2、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聘请独立财务顾

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

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为意向协议，在签署正式协议前，对公司2020年度

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各方后续相关协议的签

订和实施等具体情况而定。 

一、交易概述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奥博”）为进一

步加强公司智能装备技术优势和生产领域资源的深度融合，促进公司产业链的有

效延伸，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煤



集团”）、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煤化工”）签署了《合作框架

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或“本协议”），金奥博拟与京煤集团以成立合

资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合作，其中金奥博拟以现金进行出资，京煤集团拟以相关

资产进行出资。前述出资完成后，金奥博持有合资公司 51%的股权，京煤集团持

有合资公司 49%的股权。 

在本次交易合作前，京煤集团和京煤化工就京煤化工现时持有的相关资产先

实施内部重组，将京煤化工所持北京正泰恒通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张家口市宣化紫云化工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天津泰克顿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73.61%的股权、天津宏泰华凯科技有限公司 67%的股权、北京安易迪科技有限公

司 47%的股权无偿划转至河北京煤太行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太行公

司”）；京煤化工将其所持河北太行公司 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京煤集团，河

北太行公司成为京煤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完成前述资产重组后，京煤集团以其

持有重组后的河北太行公司 100%的股权作为出资，金奥博以现金出资，共同组

建合资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可能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仅为各方签署的意向性框架协议，待签署正式交易协议阶段，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317586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曹文俊 

成立时间：1948年01月01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注册资本：212,30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煤炭开采、加工、销售（含收售）；铁路托运、汽车货运、

铁路仓储、仓储服务、装卸；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运输保险、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销售煤制品、成品

油、燃料油、百货、日用杂品、食品、饮料、机械制品、机械设备、铸件、火工

品、精细化工制品；汽车维修；旅游服务、住宿、餐饮；种养殖；物业管理；经

济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发电；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

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2,305.00 100%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名称：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802725732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闫国海 

成立时间：1981年06月23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峪村 

注册资本：22,5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机械设备；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技术进出口；制造、销售爆破器材；制

造、修理化工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510.00 100%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河北京煤太行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33108253026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国明 

成立时间：1990年05月11日 

住所：易县流井乡西豹泉村 

注册资本：15,34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乳化炸药（胶状）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至2022年6月24日）；新材料技术开发、咨询、推广、转让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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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343.00 100%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北京正泰恒通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736498913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进军 

成立时间：2002年03月25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北刘庄村002号 

注册资本：2,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爆破作业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有效期至2022年04月22日）；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1类1项，1类4项）（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3月22日）；专业承包；爆破作业技术咨询（中

介除外）；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汽车（不含九座以上客车）。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北京煤太行化工有限公司 2,300.00 100%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张家口市宣化紫云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5737357696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长河 

成立时间：2002年03月22日 

住所：张家口宣化区北郊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混装）、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胶状）

的生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5月20日，以其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许可证生产许可范围为准）；化工机械设备及配件的进出口业务；纸箱加工；

民爆产品及设备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劳务派遣服务（有

效期至2021年5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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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1,600.00 80% 



河北自来红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20%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天津泰克顿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5556517873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龙华 

成立时间：2010年06月10日 

住所：天津市蓟县洪水庄村北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民用爆炸物品（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批发兼零售及技术服务；建

筑材料（不含砂石料）、橡胶制品、塑料及塑料制品、蜡制品、山梨醇酐单油酸

酯、复合蜡、润滑油、化肥、稀土、煤炭、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进出口经营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以许可证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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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2,576.344891 73.61% 

北京浩伟联合科贸有限公司 683.541971 19.53% 

北京亿元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40.113138 6.86%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5、天津宏泰华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5104261934M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玉坤 

成立时间：1989年09月25日 

住所：蓟县洪水庄村北 

注册资本：4,220.596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民用爆破器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乳化炸药(胶状)12000吨制造；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含混装车）3000吨制

造；工业电雷管500万发制造；电子雷管1000万发制造；导爆管雷管1500万发制

造；物流配货、普通货运；民用爆破器材仓储、仓储库租赁服务业务；化工机械

设备制造、维修；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五金交电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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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北京煤太行化工有限公司 2,827.7995 67.00% 

王罡 1,285.9270 30.47% 

蓟州区罗庄子镇企业经济管理委员会 42.5202 1.01% 

蓟县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 42.2905 1.00% 

张怡鹿 22.0589 0.52%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北京安易迪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1QQ33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占阳 

成立时间：2015年11月04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水峪村北27幢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工业

自动化控制设备设计及安装；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销售电子产品、通讯器



材（卫星接收设备除外）、仪器仪表、机电设备、机械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软件开发。（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北京煤太行化工有限公司 47.00 47% 

太原新欣微电科技有限公司 45.00 45% 

范锦彪 8.00 8% 

主要财务指标：待审计与评估结果出具后予以披露。 

关联关系说明：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丙方：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方式 

1、甲方与丙方拟以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合作，其中甲方拟以相关

资产进行出资，丙方拟以现金进行出资。前述出资完成后，甲方持有合资公司

49%的股权、丙方持有合资公司 51%的股权。 

2、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合作前，甲方和乙方应先就乙方现时持有的相关

资产实施内部重组，在资产重组完成后由甲方以相关资产作为出资。甲方和乙方

实施内部资产重组方案及步骤如下： 

（1）将乙方所持北京正泰恒通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张家口市宣

化紫云化工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天津宏泰华凯科技有限公司 67%的股权、北

京安易迪科技有限公司 47%的股权、天津泰克顿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73.61%

股权，无偿划转至河北太行公司。 

（2）乙方所持河北太行公司 100%的股权无偿划转至甲方，河北太行公司成



为甲方的全资子公司。 

3、各方一致同意，在完成前述资产重组后，甲方以其持有重组后的河北太

行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出资资产”）作为出资，丙方以现金出资，共同

组建合资公司，甲方、丙方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49%、51%。 

4、为保证合资公司合规运营，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全部炸药产能及全部导

爆管和雷管许可划转至合资公司子公司名下。 

5、各方一致同意，由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各方协

商确定的评估基准日对拟用于出资的出资资产进行评估，并履行国有资产的评估

备案程序，评估结果将作为资产出资作价的参考依据。丙方应当按照其出资比例

以现金方式对合资公司进行同比例出资。 

6、合资公司成立后，丙方出资款在保留公司正常的运营发展资金的情况下，

将剩余的货币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各子公司欠乙方的欠款。具体方式为合资公司通

过对其子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具体还款安排及履约担保措施在正式协议中另行

约定。如小股东不同意同比例增资，小股东接受股权被稀释的结果；对于河北太

行公司及其子公司经第三方审计机构确认的所欠工程尾款，在一年内完成支付；

乙方对各子公司的剩余借款丙方将在 5年内通过每年对合资公司注资进行解决。 

（二）尽职调查 

在本框架协议签署后，丙方有权委派人员（含丙方聘请的财务顾问、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相关人员）对上述出资资产进行业

务、法律、财务等事项的全面尽职调查。对此，甲方、乙方应予以充分的配合与

协助，并保证有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三）排他性安排 

自本框架协议签署日起至正式协议签署日止的期间内或者自本框架协议签

署日起 6 个月内（以孰早达到为准），未经丙方书面同意，甲方、乙方均不得与

第三方就其上述出资资产的处置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托管、融资等）进行

协商或谈判，以及达成意向、协议（不论该协议或意向书是否对其有约束力），

或就上述出资资产的处置事宜与其他第三方进行任何性质的接触，亦不得将上述

出资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担保或者其他权利限制。 



（四）合作协议 

于下列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各方应签署正式的合作

协议： 

1、丙方已完成对本次合作所涉及出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未发现存在对

本次合作有实质性影响的重大事实，或者甲方、乙方已按照丙方的规范要求解决

了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2、各方就本次合作涉及出资资产的估值及作价、合作方案、合作条件等事

项达成一致意见； 

3、各方认可将要签署的交易文件（包括其附件）的内容与格式； 

4、甲方、乙方有权机构表决通过本次合作的相关事项； 

5、丙方董事会表决通过本次合作的相关事项。 

（五）本协议的终止 

本协议签署后满 12 个月，如非因违反排他期安排导致正式交易协议未能全

部签署，除非各方以书面方式同意延长，否则本协议将立即终止；除另有约定者

外，各方互相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违约责任 

本框架协议生效后，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或

怠于履行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责任、声明、承诺、保证，给另一方造成

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五、拟聘请的中介机构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尽快聘任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开展相关工作。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是公司拓宽业务布局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成为科研生产爆破

服务一体化大型集团的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公司智能装备技术优势和生产领域

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产业链的有效延伸，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产业整合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进一步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在正式的交易协议签订和

执行前，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系各方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尚未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有关本次交易的具体事宜将由相关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

果等进一步协商，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后，另行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予以确定，本次筹划的交易事项最终能否顺利实施及具体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 

2、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

次交易后续进展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八、备查文件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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