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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1－095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海东市贵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成新能”）拟

收购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材”）持有的海东市贵强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强新材”或“标的公司”）67.09%的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持有贵强新材67.09%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贵强新

材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以2021年8月31日为基准日，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

估机构对贵强新材全部权益进行审计、评估，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按

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贵强新材截至基准日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1,687.30万

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132.01万元。  

3、易成新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取得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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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完善负极材料

产业布局，加快推进公司新材料业务发展，公司拟收购贵强新材 67.09%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款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为 1,132.01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持有贵强新材 67.09%的股权，贵强新材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关系 

易成新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本

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2021年9月28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海东市

贵强新材料有限公司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万善福先生、王

安乐先生、王少峰先生已在董事会会议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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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410400171779733L 

成立日期：1996 年 03月 19日 

注册住所：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东段 631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2,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亚平 

经营范围：碳化硅冶炼、加工、制造；非金属超细微粉加工、销售、检验、

检测；太阳能电站组件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服务；磷酸铁钒锂项目

基础能的开发；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支架以及相关配电设施的销售；风能、

https://www.qcc.com/pl/p4a849dce0297ea091ed21c31da6d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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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项目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服务；销售：建材、

钢材、硅料、线切割刃料、树脂、焦炭、润滑油、工矿配件、橡胶制品、日用百

货、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除外）；对

外贸易；房屋租赁；生产、销售：贵金属粉、金属材料、电子浆料（含太阳能导

电浆料）。 

股权结构：河南平煤神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核查，易成新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6月30日 

（未审计数） 

2020年12月31日 

（审计数） 

资产总额 1,270,230,386.35 1,336,667,189.46 

负债总额 720,884,463.89 722,661,695.10 

净资产 549,345,922.46 614,005,494.36 

科目 2021年1-6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613,996,381.77 232,287,204.24 

利润总额 -66,909,571.90 -161,430,713.96 

净利润 -66,909,571.90 -161,399,733.76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东市贵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916321236791535395 

成立日期：2008 年 11月 21日 

注册住所：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雨润镇汉庄村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9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喜元 

https://www.qcc.com/pl/p9a2a4108907becc890aeb3c0c6c6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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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黑色碳化硅、绿色碳化硅、磨料、磨具、硅微粉加工、焦炭、电

解铜销售；锂离子电池负极软碳、硬碳、硅、硅碳、石墨、碳素制品及非金属材

料研发、生产、销售；不动产租赁；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事项。

贵强新材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 8月 31日 

（审计数） 

2020年 12月 31日 

（审计数） 

资产总额 86,233,078.75 81,004,394.17  

负债总额 92,636,066.37 106,527,521.51  

净资产 -6,402,987.62 -25,523,127.34  

科目 2021年 1-8月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758,318.58 5,150,991.79 

利润总额 -9,879,860.28  -11,483,750.23  

净利润 -9,879,860.28  -11,483,750.23  

收购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权收购前 股权收购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

有限公司 
5,300 67.09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5,300 67.09 

刘建伟 2,600 32.91 刘建伟 2,600 32.91 

合计 7,900 100 合计 7,9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

《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21）第 298 号）。截至 2021年 8 月 31日，贵

强新材股东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1,687.30 万元；经交易双方在评估值的基础上

https://www.qcc.com/firm/9bf5f526ec4168375b9bfac972334c63.html
https://www.qcc.com/firm/9bf5f526ec4168375b9bfac972334c63.html
https://www.qcc.com/firm/1f35765dfd2f67cf730aa8a7928e5f97.html
https://www.qcc.com/firm/1f35765dfd2f67cf730aa8a7928e5f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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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确定，本次收购贵强新材 67.09%的股权的价格为 1,132.01万元。本次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海东市贵强新材料有限公司 

第一章 关于股权收购 

第一条  目标公司股权结构为：注册资本 7,900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喜元。

乙方拥有目标公司67.09%的股权，认缴金额为 5,300万元人民币，实缴金额 5,300

万元人民币；刘建伟拥有目标公司 32.91%的股权，认缴金额为 2,600 万元人民

币，实缴金额 2,600 万元人民币。 

第二条  乙方同意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67.09%的股权以协议方式转让给甲

方，甲方同意对该股权进行收购。 

第三条  股权收购完成后，甲方控股目标公司 67.09%的股权，目标公司纳

入甲方管理序列，由甲方按照实际控股地位合并目标公司财务报表。 

第四条  甲乙双方作为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公

司，甲方对乙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进行收购，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此

次收购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应取得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特别批准。 

第二章 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第五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年 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

全部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第六条 依据评估报告，截止到评估报告基准日，目标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0,950.91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9,263.6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687.3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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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同意以 1,132.01 万元 （大写：壹仟壹

佰叁拾贰万零壹佰元整）收购并享有乙方所持目标公司 67.09%的股权。 

第八条 目标公司与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相关机构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

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1,132.01万元。 

第三章 过渡期的损益归属 

第九条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至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日的期间为过渡期间。 

第十条 股权交割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经营盈亏归属于目标公司原股东。 

第十一条 过渡期间，乙方及目标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不得处置目标公

司重大资产、不得以目标公司名义签署非正常经营外的重大合同等。 

第四章  股权变更后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十二条  公司设股东会，为目标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及议事规则

由《公司章程》另行规定。股东会决议须有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方可

通过。 

第十三条  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设立执行董事及执行监事。其中，执

行董事和执行监事各一名，为了确保股权变动后目标公司的稳定和长远发展，执

行董事和执行监事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执行董事和执行监事的职权由《公司

章程》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公司总经理等高管人员依据《公司法》规定选举任免。 

第五章 资产交割与工商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目标公司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甲方名称等信息登记

在其股东名册上，并向其他股东收回原股东名册，分发新股东名册。 

第十六条  各方同意，乙方及目标公司方应于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向甲方

派遣的工作人员进行资产交割，并配合甲方人员清查资产；资产交割原则上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如确有特殊情况，经本协议各方协商后可以顺延；资产交

割完毕，由本协议各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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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资产交割时，乙方及目标公司方负责将目标公司的会计凭证、

会计帐簿、公司印鉴、用印台账、合同、文件、档案、相关技术资料、项目申报、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有关资料、批复文件等所有与目标公司有关的资料无保留的全

部移交给甲方派遣人员。 

第十八条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日内，甲方、乙方应积极协助目标公司完

成公司章程的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九条  目标公司向相关机构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之日起 10 日内，应向

乙方收回其所持有的《出资证明书》，并向甲方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 

第二十条  自资产交割之日，甲方开始依法行使新目标公司股东权利，承

担股东义务。 

第六章  目标公司权利义务的承继 

第二十一条  目标公司资产交割完成后，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原则上全部由

目标公司承继。但是，下列债务由乙方和原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负责处理并承担偿

付责任，由此给目标公司或甲方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或补偿： 

1.目标公司评估报告所列债务以外的所有债务（包括或有债务）； 

2.目标公司欠付职工工资与社会保险； 

3.目标公司欠缴税费与各类罚款； 

4.目标公司未了诉讼或仲裁所致债务。 

第二十二条  若有评估报告所列资产不实情况发生，导致目标公司或甲方损

失，由乙方和原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负责全额赔偿或补偿。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贵强新材 67.09%股权，是围绕负极材料产业发展布局，能够大幅

降低负极材料石墨化成本，更好的发挥产业链优势，为公司负极材料产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拓展、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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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易成新材未发生关联交易，2021 年易成新能全

资子公司恒锐新将金刚线设备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出售价款

为 18,139.37 万元，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关联方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共计 15,979.63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与本次交易相关资料，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收购贵强新材

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及业务结构，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规划。本次交易价格经审计、评估后确定，交易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因此，我

们一致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贵强新材 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

及业务结构，完善负极材料产业布局，有效推动产业优势资源加速整合，加强公

司产业链一体化建设，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本事

项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事前认可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

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海东市贵强新材料有

限公司 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本次收购贵强新材 67.09%股权事

项符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完善负极材料产业布局，消除关联交易，

交易价格依据评估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收购贵强新材 67.09%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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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6、贵强新材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