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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1-009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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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项目名称：15扩 30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 

 新项目名称：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24,732.95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五一煤矿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 万元（含银

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万元，因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至股东大会

审议后具体实施时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及利

息净额为准）。 

 投资回收期（税后）：9.60年。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2020年云南省煤炭行业整治相关文件要求，云南省所辖煤矿须按照“先

整合重组后改造升级”的原则进行整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一煤矿”）

已完成前期整合重组工作，现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业加强煤矿

安全生产的通知》（云政发[2020]9 号）、《云南省煤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推进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煤整治办〔2020〕11

号）文件要求，五一煤矿需通过实施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建设，实现改造升级。因

五一煤矿募集资金对应的原项目“15 扩 30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部分建设内

容不能满足本次煤矿整治要求，为保证五一煤矿的持续经营，提高公司整体营运

能力，公司拟实施“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并将原项目的剩余募集

资金 5,975.62 万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 万元）用于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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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634 号文）核准，公司于2013年11月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94,736,800股，募集资金总额899,999,6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

民币30,929,260.7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9,070,339.23 元，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审亚

太验[2013]第020008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管理。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拟使用金额 

（万元） 

实际使用金额 

（万元） 

项目投资进度

（%） 

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收购

四个煤矿项目的资金 
41,060.22 41,060.22 100 

补充流动资金 15,846.81 15,846.81 100 

公司以 30,000万元增资五一煤

矿、瓦鲁煤矿和金山煤矿用于其

改扩建项目 

30,000.00 9,463.38 31.54 

其中：五一煤矿增资 10,800 4,840.20 44.82 

其中：瓦鲁煤矿增资 13,500 4,485.35 33.22 

其中：金山煤矿增资 5,700 137.83 2.42 

合计 86,907.03 66,370.41  

（二）五一煤矿原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以10,800万元增资五一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

系统”建设完善），截止2020年12月31日，五一煤矿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840.2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5,975.62万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15.82万元），

其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的金额5,500万元，其余部分存储于五一煤矿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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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专户。 

（三）五一煤矿原改扩建项目的情况 

1.原项目名称：15扩 30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 

2.原项目实施主体：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点：师宗县雄壁镇境内 

4.审批、核准：五一煤矿改扩建项目于 2012年 1月 17日取得云南工业和信

息化委员会“云工信煤技【2012】42 号”项目核准批复，2012 年 8 月 3 日取得

云南省环境保护厅“云环审【2012】241号”项目环评批复。 

5.原项目建设内容：建设年产 30 万吨矿井生产系统，拟在矿区南部建设一

个普通机械化采煤工作面、4 个掘进工作面，其中 2 个回采巷道炮掘工作面、2

个开拓巷道炮掘工作面来保证矿井开拓、准备和回采工作面的正常接替，工作面

长度为 120米。并配套建设地面工业广场部分简易生产辅助设施、运输系统、供

电系统、通风系统和“六大安全避险系统”等。 

6.原项目计划总投资：16,300.10 万元。其中，其中静态投资 15,165.21

万元，建设期利息 958.6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76.20万元。 

7.原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10,800 万元，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原

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 4,840.20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万元（含银行利息

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万元）。 

8.原项目预计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6.27%，累计财务净现值为 8,744.95万元。 

9.投资回收期：7.72年。 

10.原项目的进展情况：近年来，为积极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号召，

盘活省内煤矿资产、优化省内煤矿资源，云南省先后出台了各类煤矿整治政策，

导致原项目开工建设后又政策性停产停建，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原项

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840.20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开工前可行性研究、设计、

评审、监理、鉴定，部分井巷工程、地面工程、设备购置安装等内容。现根据云

南省 2020 年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业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通

知》（云政发[2020]9 号）、《云南省煤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

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煤整治办〔2020〕11号）文件，五

一煤矿原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已不能满足新政策的要求，当前，原项目处于停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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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需要进行改造升级。 

（四）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五一煤矿“15 扩 30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

目”，原计划总投资 16,300.10 万元，因该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已不能满足新政策

的要求，需要改造升级。公司现拟实施“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并

将原项目“15扩 30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 万元（含

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万元，因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至股东大

会审议后具体实施时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净额为准）用于新项目“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的建设，涉及

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本金 5,959.80 万元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总筹资额

89,999.96万元的比例为 6.62%，本次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政策原因 

根据云南省 2020 年相继出台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业加强煤

矿安全生产的通知》（云政发[2020]9 号）、《云南省煤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印发推进全省煤炭行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云煤整治办〔2020〕

11号）文件要求，云南省所属煤矿须先“整合重组”后“改造升级”，五一煤矿

属整合重组煤矿，为保证五一煤矿持续经营，公司需实施“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

整合技改项目”，并将五一煤矿原改扩建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变更用于

投资新项目。 

（二）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五一煤矿的改扩建有利于提高公司煤炭自给率，增强抵抗原料波动风险的能

力，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扩建完成后，五一煤矿将由目前的核定产能

15万吨提升至 30万吨，并用于供给全资子公司师宗煤焦化有限公司使用，将有

利于提高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有效提高公司整体营运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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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矿安全生产的需要 

通过实施新技改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推行“五化”

矿井建设，开展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抗风险能力，能进一步提高

五一煤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有利于五一煤矿长远发展，且符合煤炭“安全生产”

的产业监管方针，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煤炭产业作为师宗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五一煤矿作为师宗县唯一的国

有煤矿，受到师宗县委、县政府及行管部门高度重视，若五一煤矿实施 30万吨/

年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建设，将为师宗县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能充分发挥国有

煤矿示范引领作用。 

（五）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新技改项目的建设，能稳定就业，维护师宗县社会稳定，进一步发挥上市公

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三、新项目的情况介绍 

（一）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公司名称：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232173511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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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甲 

核定生产能力：15万吨/年 

注册资本：21,912.45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2月 16日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雄壁法召办事处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销售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师宗县五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3.建设地点：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雄壁镇法召办事处 

4.建设内容：建设年产 30 万吨煤矿矿井生产系统，拟在五一煤矿矿区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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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工作面、一个备用采煤工作面预抽瓦斯、两个机

掘工作面掘进来保证矿井开拓、准备和回采工作面巷道的正常接替，工作面长度

为 95 米。并配套建设地面工业广场生产辅助设施、运输系统、矿井供电系统、

通风系统和“六大安全避险系统”等。 

5.建设工期：22 个月。 

6.投资估算：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总投资 24,732.95万元。 

7.资金来源：五一煤矿的自有资金、变更用途后的募集资金 5,975.62 万元

（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万元）及债务资金。 

8.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情况：截至目前，项目已取得《曲靖市煤炭工业局

关于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核准的批复》（曲煤复〔2018〕306 号）、

《曲靖市煤炭工业局关于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曲

煤复〔2018〕390号）、《云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云煤安技装〔2019〕37号）、《曲靖市水务局关

于准予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曲

水保许〔2019〕8号）、《曲靖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曲环审〔2019〕38号）文件，后续，五一煤矿还需

取得师宗县煤炭工业局（师宗县煤炭事务服务中心）开工通知书后方可启动新项

目建设。 

9.五一煤矿原项目与新项目的主要区别如下： 

 原项目 新项目 

矿区面积 
煤矿矿区范围由 8个拐点坐标圈定，面

积为 1.2213km
2
 

煤矿矿区范围由 18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为

1.3023km
2
 

资源储量及服

务年限 

保有资源储量为 875万吨，设计可采储

量为 529.5万吨，服务年限为 13.6年 

保有资源储量为 1496万吨，设计可采储量为

842.5万吨，服务年限为 20.1年 

项目建设内容 
拟建设一个普通机械化采煤工作面、4

个掘进工作面，工作面长度为 120米 

拟建设一个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工作面、

一个备用工作面预抽瓦斯、两个机掘工作面

掘进来保证矿井开拓、准备和回采工作面巷

道的正常接替，工作面长度为 95m 

设备选型 一般采煤机、液压支柱，一般机电设备 
综合式采煤机、液压支架以及各类自动化、

智能化机电设备 

井筒功能 
主斜井、材料井、风井以及部分开拓巷

道的断面只能满足 30万吨/年需求 

主斜井、材料井、风井以及部分开拓巷道断

面均扩大，考虑到 90万吨/年规模的利用 

地面设施 利用现有设施，改造较小 地面设施均结合 90万吨/年规模及一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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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内容来源于各项目对应的可研报告内容。 

（三）项目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公司根据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为该项目出具《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项目总投资收益率 12.56%，投资利润率为 12.25%；

投资利税率为 14.48%，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9.60年。前述数据表明该项目具

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收益水平。 

该项目设计采煤工艺为综采综掘、皮带机运输，项目达产时为 30万吨/年，

产能增加 15万吨/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吨煤成本降低，效益增加，预计税后

利润 2,272.32 万元。 

2.社会效益 

五一煤矿资源丰富，建井条件好，项目的实施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快曲

靖市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为云煤能源公司全资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焦化

项目提供煤炭资源保障。煤矿扩建后，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地

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项目风险及控制措施 

1.政策风险 

五一煤矿在 2020 年曲靖市公布的保留煤矿、退出煤矿“两个清单”中为保

留煤矿，以五一煤矿为整合主体，整合瓦鲁煤矿和大舍煤矿，规划规模 90万吨/

年。根据《曲靖市师宗县五一煤矿整合扩大矿区范围(含夹缝资源)论证报告，五

一煤矿整合后估算保有资源量约 6970 万吨，规划规模为 90 万吨/年，服务年限

36年，大于 90万吨扩建矿井服务年限不小于 30年的要求。  

根据《云南省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的通知》

（云政办发【2019】61 号）要求：“支持资源储量满足改造升级要求、且改造

后能实行机械化开采的煤矿实施 30 万吨/年及以上产能规模改造升级,其中曲靖

市和昭通市的单井规模不得低于 30 万吨/年，平均单井规模达到,60 万吨/年以

上。”，五一煤矿 30 万吨/年项目规模存在着一定的政策风险。其在进行 30 万

吨/年项目可行性研究时，项目建设内容中的地面工程及井筒功能均超前考虑 90

化要求进行小部分改造利用，绝大部分新建 

投资估算 16,300.10万元 24,732.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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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尽快办理 90 万吨/年项目各类手续，积极防范政策

风险。 

2.安全风险 

五一煤矿矿井为高瓦斯矿井，有煤尘爆炸危险，煤的自燃倾向性为自燃，矿

井水文地质属中等类型，矿井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五一煤矿将严格按照主

管部门审查批复的《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以及其它专项设计建设和生

产，加强安全投入、加强安全培训、加强各类灾害的监测监控，矿井建设和生产

过程中如遇与设计不符之处，公司将及时联系设计部门和主管部门“会诊”，确

保煤矿安全生产。 

3.环境风险 

五一煤矿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中等，煤炭开采过程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污染

治理措施后，对生态环境影响小，污染物排放能为环境所接受，区域环境功能不

会发生改变。煤矿将严格执行《曲靖市水务局关于准予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

技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曲水保许〔2019〕8号）和《曲靖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曲环审〔2019〕38号）的相关规定。  

四、投资该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云南省煤矿产业政策及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既满足云南省煤炭行业整治要求又保证五一

煤矿的持续经营，同时，公司能自产自用部分原料煤，有效降低原料煤采购成本，

公司整体运营能力将进一步增强，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变更五

一煤矿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实施新技改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属五一煤矿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可研报告测算，该项目具有较好的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未

来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的不断增长。此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能进一步发挥

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意见：五一煤矿实施新技改项目系公司原技改项目“15

扩 30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不能满足云南省 2020 年煤炭行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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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要求，需通过实施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建设，实现改造升级。新项目实施后，五

一煤矿将由目前的核定产能 15万吨提升至 30万吨，有利于提高公司煤炭自给率，

增强抵抗原料波动风险的能力，提升公司整体营运能力，同时，新项目实施后有

利于改善煤矿安全生产环境，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抗风险能力，根据可研报告测算，

新项目具有较好的财务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能进一步

发挥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公司将原技改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万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万元）

用于实施新技改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属五一煤矿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变更五一煤矿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实施新技改项目的建设。同

时，要求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进行严格管

控，杜绝一切有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了以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五一煤矿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 万

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 万元）用于实施新技改项目“师宗县

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符合云南省 2020 年煤炭行业政策要求，能保证五

一煤矿的持续经营，同时，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新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强

公司抵抗原料波动、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抗风险的能力，能有效提升公司整体营运

能力，此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能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五一煤矿的剩余募集资金

5,975.62 万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5.82 万元）用于新技改项目

的建设。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云煤能源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华福证券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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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的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5. 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