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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本保荐机构”或“保荐机

构”）及其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

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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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黑猫

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90 号）文件核准，陕西黑猫

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陕西黑猫”）以 2021 年 6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1,629,789,473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3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配股”）

已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21 年 7 月 8 日完成配股发行工作。 

华西证券作为陕西黑猫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认为陕西黑猫本次

配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本次配股股票在贵所上市

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中文名称：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anxi Heimao Coking Co., Ltd.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陕西黑猫 

股票代码：601015 

注册资本：1,629,789,473 元（发行前）；2,042,497,639 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李保平 

董事会秘书：何晓明 

证券事务代表：樊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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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陕西省韩城市煤化工业园  

办公地址：陕西省韩城市煤化工业园  

互联网网址：http://www.heimaocoking.com/ 

电子信箱：heimaocoking@126.com 

联系电话：0913-5326936 

联系传真：0913-5326903 

经营范围：焦炭、甲醇、粗苯、硫胺、煤焦油、硫磺、煤气的生产（安全生

产许可期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8 日）；电力、蒸压粉煤灰砖及空心砌块生产与

销售；冶金焦炭、工业用甲醇、粗苯、硫酸铵、煤焦油的进出口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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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煤焦化及相应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以资源综合利

用、循环经济产业链为生产模式，主要产品包括焦炭、甲醇、LNG、合成氨等。 

公司以煤炭为基础，以化产为核心，按照焦、气、化联产的技术路线打造循

环经济产业链。主要生产路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陕西黑猫本部及黑猫化工、

黑猫能源、新丰科技组成的生产线，位于西庄镇煤化工业园区，技术路线为利用

洗精煤炼焦生产焦炭，焦炉煤气回收煤焦油、粗苯等初产品净化后供应生产甲醇，

以焦粒为原料生产液氨，通过焦粒产出多余的煤气送甲醇合成，使甲醇产量达到

最大化，再以生产的甲醇以及甲醇驰放气、电石为原料生产 1,4-丁二醇，洗煤副

产品煤泥、中煤用于发电，电厂灰渣制砖，电和蒸汽供给公司内部其他生产单位

使用。另一部分为龙门煤化生产线，位于龙门镇龙门工业园区，以“400 万吨/年

焦化技改项目”、“合成氨/尿素项目”为主体，利用焦炉煤气和焦粒气化制 LNG

联产甲醇，以及利用 LNG 联产甲醇剩余氢气和分离出的氮气、二氧化碳制合成

氨联产尿素。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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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667,091.29 1,473,873.64 1,452,041.34 

负债总额 900,109.98 735,526.02 695,012.97 

净资产 766,981.31 738,347.62 757,028.37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905,685.15  938,775.27  1,047,230.25 

营业成本 813,860.28  852,228.74  907,596.59 

营业利润 52,608.73 8,942.97 53,708.05 

利润总额 52,509.68 8,832.04 52,974.95 

净利润 45,057.40 6,861.99 45,47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7,815.24 2,879.26 32,526.61 

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031.65 48,090.68 47,115.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41,321.52 -106,387.57 6,374.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63,483.61 -39,708.34 -72,765.2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9,130.44 -98,005.23 -19,275.36 

4、主要财务比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比率如下：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65 0.74  1.06  

速动比率 0.39 0.65 0.93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53.99% 49.90% 47.8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44.66% 30.73% 40.34% 

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3.85 1.77 3.1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9.23 17.72  17.45  

存货周转率（次） 10.12 11.77  12.54  

流动资产周转率（次） 1.85 1.61  1.59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8 0.64  0.73  



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69 0.30 0.3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6 -0.60 -0.15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 0.02 0.39 

二、本次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1,629,789,473 股，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412,708,166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2,042,497,639 股。 

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黑猫焦

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90 号）文件核准。 

2、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4、配股数量：本次配股认购股份数量合计为 412,708,166 股，占本次可配售

股份总数 488,936,841 股的 84.41%。 

5、发行方式：采用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6、发行价格：3.53 元/股。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6 月 29 日（T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陕西黑猫全体

股东。 

8、承销方式：本次配股采用代销方式。 

9、股票锁定期：无。 

10 、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56,859,825.98 元，扣除发行费用 21,580,374.02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1,435,279,451.96 元。 

1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2、募集资金的验资情况：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第 110C000477 号

《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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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的股份为陕西黑猫本次配股发行的股份，股份数量为

412,708,166 股。 

三、本次股票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条件 

（一）符合《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条件 

1、发行人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已聘请华西证券作为保荐机构； 

3、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配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90 号）文件核准，并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完成配股发

行工作； 

4、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2,042,497,639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2,042,497,639 股，公司股权结构符合相关上市条件；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公司已按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公司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公告； 

2、公司已就本次配股上市事宜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如下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按照规定编制的上市公告书； 

（3）华西证券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配股缴款资金验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本次配股的登记托管出

具的书面确认文件； 

（6）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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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以上股东关于 6 个月内不减持陕西黑猫配股获配股份的承诺； 

（8）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本保荐机构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合计超过 7%的情况； 

2、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持有、控制本保荐

机构的股份合计超过 7%的情况；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

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的情况（不包括商业银行正

常开展业务等）；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

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和本证券上市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

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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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遵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

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配股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

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

协助发行人完善、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

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和完善有

关制度，并督促发行人有效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

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

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

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

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

注新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对外担保的程

序，持续关注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 

（二）保荐承销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

严格履行保荐承销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

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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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 号中化大厦 

联系电话：010-50916600 

传真：010-56177240 

保荐代表人：袁宗、方维  

项目协办人：韩卓伟  

项目经办人员：张昊宇、尹玉堂、王丰、刘勇超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股发行的

新增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为此，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同意推荐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关的

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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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袁 宗                 方 维 

 

 

法定代表人签名：                

                    杨炯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