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1-02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所持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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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关联方陕西黄河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矿业”）所持韩城市西昝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厂”）100%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污水处理厂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8,459.76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

转让价款为 8,459.76 万元（大写：人民币捌仟肆佰伍拾玖万柒仟陆佰元

整）。 

 公司将以自有、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对公司的现金流不会造成重

大影响。 

 黄河矿业所持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具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

形存在，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同本次的交易对方黄河矿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发生的相类似的交易为 2 次，即：2020 年 6 月公司收购了黄河

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交易金额为 159,903.43 万元；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交易价款总额

为 1,498.55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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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其他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15 年，黄河矿业投资 5,000 万元设立韩城市西昝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黄河矿业持有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污水处理厂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近几年，公司西昝工业园区黑猫焦化、新丰科技、黑猫能源和黑猫化工

四家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集中由污水处理厂回收进行深度处理，同

时配套建设回用水系统，实现区域中水回用。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西昝工业园区四

家企业的环保治理，强化公司环保管理，同时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收购控股股

东黄河矿业所持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 

公司聘请具有资产评估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

远）对污水处理厂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中水

致远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 第 010072 号），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污水处理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459.76 万元。经双方协

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8,459.76 万元（人民币捌仟肆佰伍拾玖万柒仟陆佰

元整）。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黄河矿业在陕西韩城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黄河矿业持有本公司 43.5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公司收购黄

河矿业所持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黄河矿业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类似关联交易

为：经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审议批准，

公司收购了黄河矿业所持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转让价款为

159,903.43 万元，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已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同日，经 2021 年 4 月 19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批准了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的事宜，交易价款总

额为 1,498.55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签署了华运物流 51%股权转让协议。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即本次交易出让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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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河矿业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7941425361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金塔路与盘河路什字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注册资本 拾捌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 年 3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仅供分支经营）、洗精煤生产、原煤、精煤、

矿用物资、摩托车及配件经销、矿井建设、固体废物制

砖及销售、农副产品收购、进出口贸易业务、场地房屋

租赁、电力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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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矿业母公司为韩城四平旭升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保平。 

黄河矿业持有公司股份 709,252,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9,789,473 股的

43.52%，系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董事长李保平同时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长，本

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黄河矿业履约能力分析说明 

经调查，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具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存在，

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3.黄河矿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018,535,258.90 

负债总额 6,923,979,163.57 

净资产 5,094,556,095.33 

营业收入 1,891,481,122.06 

净利润 196,985,052.18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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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标的：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 

2. 污水处理厂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韩城市西昝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305662603W 

登记机关 韩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西昝工业园区白杨路以北白村发运站以西 

法定代表人 李宏平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3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3 月 17 日至 2065 年 3 月 15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权属状况说明 

污水处理厂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 

4.运营情况的说明 

污水处理厂于 2015 年建成投运，污水处理厂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近几年，污水处理厂回收处理公司西昝工业园区黑猫焦化、新丰科技、黑猫

能源和黑猫化工四家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实现区域中水回用，合作

期间履约情况一直良好。污水处理厂目前营运状况较好。 

5. 污水处理厂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韩城市西昝工业园区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50049 号）及污水处理厂 2021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污水处理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3月 31日/2021 年 1-3

月（未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88,816,128.26  188,014,932.20 

负债总额 137,167,328.72 137,267,949.81 

净资产 51,648,799.54 50,746,9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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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1,345,944.77 31,741,649.60 

净利润 901,817.15 1,418,190.71 

6.污水处理厂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合  计 5,000 100% 

7.本次交易完成后，污水处理厂股权结构将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5,000 100% 

合  计 5,000 100%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 第 010072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

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测算结果。 

资产基础法的技术思路是以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客观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

逐一进行评估取值后得出评估结论，可以使评估报告使用人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

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污水处理厂作为污水处理企业，支持企业运营的核心因素

如人力资源等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中无法体现，也无法全面体现西昝污水日后的收

益能力。相对于收益法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价资产价值的角度和途径是间接的，

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不能体现各项资产汇集后的综合获利能力和综合价值效

应。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

折现，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体现收益预测的思路。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拟

收购污水处理厂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考虑到被评估企业污水处理

厂历史年度经营收益数据可供参考，污水处理厂对于本单位未来的经营提供了详

细的预测数据及相应的支撑材料，故在未来年度其收益与风险可以可靠地估计。

相比较而言，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具有更好的可靠性和说服力。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以上方法，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后，采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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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在评估报告假设条件下，于评估基

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污水处理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8,459.76 万元（大

写：人民币捌仟肆佰伍拾玖万柒仟陆佰元整）。 

（五）本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六）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公司以评估基准日污水处理厂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定价依据，确定本次股权

交易价款为 8,459.76 万元，定价合理。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甲方：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8,459.76 万元 

支付方式：自有、自筹资金支付。 

支付期限：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51%的股权转让价款；

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由乙方在污水处理办理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

付清。 

违约责任： 

甲方同意，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

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依据证监会、交

易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之规定、监管意见之要求对乙方作为上市公司带

来风险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或拒绝受让目标股权，并自甲方出现

违约行为之日起，每逾期一日履行，按照股权转让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西昝工业园区所属四家企业的

污水治理，强化公司环保管理，同时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交易前不存在上市公司为污

水处理厂供担保、委托理财或污水处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六、交易决策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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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次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八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转让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市场规

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批。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