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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收购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

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根据《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所

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收购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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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收购报告书 指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能源集团、收购人 指 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能源、上市公司 指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58）

沈煤集团 指 沈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投资 指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阜新矿业 指 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铁法能源 指 辽宁铁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抚顺矿业 指 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机装备 指 辽宁煤机装备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收购 指
能源集团受辽宁省国资委委托管理沈煤集团，间接控制沈煤

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9,252,452股股权

委托管理 指
辽宁省国资委于2021年12月7日出具了《关于委托管理沈煤

集团的意见》，委托能源集团对沈煤集团进行管理

辽宁省国资委 指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5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 75-1号

法定代表人：郭洪波

注册资本：200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500MA0Y9MQ37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销售；发电（含火电、热电、风电、太阳能等）；综合

服务；房地产开发与租赁；工程和技术硏究及管理咨询；能源、新能源的投资与

管理；煤炭焦化和制气、煤层气、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机械制造、造纸、

医疗产业、金融产业、旅游、养老产业的投资与管理；建筑施工；仓储（不含危

险品）；能源与环保技术的综合开发利用；进出口业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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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2018年 11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辽宁省国资委持股 100%

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大街 111号凤凰国际大厦 A座 12层

联系电话：024-86210181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辽宁省国资委持有能源集团 10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

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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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

能源集团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1 阜新矿业 121,650 100%

煤炭开采、煤层气开发、煤炭副产品加工（限

下属子公司凭许可证经营），煤矿机械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检修，建筑

材料（不含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电器机械及器材、矿井支护用品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工程招标、采购招标。（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闭路电视安装、维护；体育

场地、设施、房屋、林地的服务、出租；变

配电运行及维修工程，用电、节能监测及节

能工程，器具检测、热电管理；仓储（不含

危险品）；设备租赁；汽车修理；金属材料、

橡胶制品零售；新产品、技术开发与推广、

技术咨询；矿压监测、瓦斯与通风仪器仪表

检测；矿区通讯、信息工程设计、施工、维

修，通讯器材零售，软件开发设计；办公自

动化设备零售；矿区内铁路运输、机货车检

修、信号配件；餐饮、住宿、洗浴，包装装

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物业管理，

地面砖生产，绿化工程，炊具、办公用品、

劳动保护用品（不含特种）零售；编织袋、

矿用材料生产、销售；供热；营造坑木林、

造林苗、城镇绿化苗、经济林苗、花卉生产、

批发、零售；木材加工销售；造林绿化工程

设计与施工；谷物、豆类、蔬菜种植；猪，

牛、羊及家禽饲养；工业用水加工及销售；

供水管道安装；净水厂的设计、安装、调试；

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纯净水）]
生产、销售；露天防排水工程施工；巷道维

修；土建及管道工程施工；劳动力外包服务；

机械设备加工、租赁、出售；装卸服务；货

运场站服务；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仅限不

燃气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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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煤机装备 100,000 100% 矿用机械、电器制造、修理、销售；股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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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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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源投资 450,000 80%

投资开发能源（火电、热电、可再生能源）、

基础设施、高新科技项目与节能环保项目，

装备制造、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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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铁法能源 302,488 80%
股权管理、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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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抚顺矿业 140,228 80%

资产经营，产品配件机械及技术进出口代

理，房屋设备场地线路柜台出租，档案查询；

仅限分公司经营：煤炭煤气油母页岩富矿沙

石开采加工销售，铁路运输、专用、通用设

备及器材电气机械、金属制品铸锻件零部

件、民爆机械、仪器仪表、消防器材制造修

理，炸药及火工产品、水泥及水泥制品、砖

瓦、油漆润滑油、碳黑、氮氧乙炔气、蓄电

池防水材料、工艺品、橡胶编织纸塑制品、

过滤器、防冻液制造加工，水电暖供应，电

铁客货及汽车运输，电铁电力、通讯线路、

机电通讯设备、锅炉管道起重机械安装维

修，汽车汽吊车修理，金属性能测试，信息

传输计算机及软件服务，农林牧副渔种育养

加工销售，林木采运加工制作销售，锅炉、

管道检测清洗，压力容器焊接，保暖设施施

工，自救仪器仪表计量器具修理检定，科学

研究、技术及地质勘察咨询、培训，油煤质

检验，气瓶出租，劳动保护服装制作加工，

城区修整绿化，物业管理，房产经纪及开发，

描晒图传真复印打字，招标仓储保洁托幼住

宿餐饮娱乐洗浴游泳劳务摄像装卸森林公

园机动车存放服务，房屋设备商品食品漆油

品废旧设备汽车配件销售，报刊出版，印刷

品印刷，彩印装饰，桶瓶装饮用水纯净水、

脱硫剂、支护产品生产销售，彩钢板制造，

矿石试验化验服务,起重机改造安装；纸制品

生产、销售；电子工程安装服务；智能化安

装工程服务；硬件设备系统集成；集成实施

服务；计算机维修（前置许可项目经营期限

以前置许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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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辽宁能源 132,202 24.05%
能源投资开发；煤炭及伴生资源开采与生

产；原煤洗选加工与销售；电力、热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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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与销售；城市集中供热、供汽；供热、供汽

工程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与检修；煤

气层开发利用；余热综合利用；煤泥、煤矸

石综合利用；物流运输服务；循环水工程综

合利用；股权投资；投资运营；高效节能环

保项目投资；信息化工程建设；智能化系统

运营与服务；技术、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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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能源集团成立于 2018年 11月，为辽宁省国资委出资并在授权范围内履行国

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能源集团作为辽宁省能源产业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是能源产业战略投资、资本运作、产业整合的主体。后续能源集团将通过

产业整合，重点打造煤炭、火热电、煤-油-电-热循环经济、新能源、金融、高端

装备制造等六大业务板块，逐步实现主业板块稳步发展、新兴板块快速成长、创

新业务不断培育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 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 1-9月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2019年

资产总计 9,306,994.28 9,078,840.54 7,765,028.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35,182.13 3,619,473.44 3,413,879.99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2,298,070.72 2,536,259.66 2,246,379.79

净利润 -11,926.67 -24,502.6 48,554.89

净资产收益率 -0.32% -0.65% 1.43%

资产负债率 58.79% 60.13% 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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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下表披露内容外，能源集团及下属企业

不存在其他重大未决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序

号
原告 被告 标的金额 案由 进展

1

阜新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李建华、徐

建国、李建

军

1.58亿元
股权转让

纠纷

2019年 12月 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一审判决（（2018）内民初 76 号），支持原告

解除与被告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现原告已提出上诉，进入再审阶段。

2

保利民爆科

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阜 新 矿 业

（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20亿元
企业重组

合同纠纷

该案前期一直处于管辖权异议阶段，经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做出的（2019）京民辖终 330号民事裁定

书最终裁定将该案移送至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目前一审胜诉。对方提起上诉，现等待

省高院二审开庭。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能源集团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郭洪波 男 董事长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李兆福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张冰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张德辉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张国辉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杨兴权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王子民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王永健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姚伟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市 否

张晓玫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张利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呼伦贝尔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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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闫立坤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辽宁省抚顺市 否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

股份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通过能源投资间接持有沈阳金山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码：600396）19.57%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并

实际控制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通过铁法能源间接持有铁岭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8.30%的股份，通过能源投资间接持有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0%的股份，通过能源投资间接持有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49%的股份。

除上述情况外，收购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股权的银行、信托公

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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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深化辽宁省国有企业改革，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能源集团受辽宁省国资委

委托管理沈煤集团。鉴于沈煤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9,252,452股股权，按照《收购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本次收购披露义务。

二、收购人未来 12个月内对辽宁能源权益的增持或者处置

计划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

处置其在辽宁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如收购人作出增持或减持辽宁能源

的决定，或发生因履行法律法规规定义务而导致收购人增加或处置在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形，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并

做好报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三、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21年 12月 7日，辽宁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委托管理沈煤集团的意见》。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尚需编制并披露《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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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能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18,000,000股，并通过控股

子公司能源投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7,229,797 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15,229,797股，持股比例 31.4%。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前股权关系

本次收购前，沈煤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9,252,452股股份，占辽宁能源股

份总数的 0.7%，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能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318,000,000 股，并通过控股子公司能源投资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97,229,797

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15,229,797股，持股比例 31.4%。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1 沈煤集团 9,252,452 0.7%

2 能源集团 415,229,797 31.4%

其中：直接持有 318,000,000 24.05%

能源投资 97,229,797 7.35%

4 其他 897,535,145 67.9%

合计 1,322,017,394 100%

（二）本次收购

2021年 12月 7日，辽宁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委托管理沈煤集团的意见》。

能源集团受辽宁省国资委委托管理沈煤集团，间接控制沈煤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9,252,452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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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后股权关系

本次收购完成后，辽宁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1 能源集团 415,229,797 32.1%

其中：直接持有 318,000,000 24.05%

能源投资 97,229,797 7.35%

沈煤集团 9,252,452 0.7%

2 其他 897,535,145 67.9%

合计 1,322,017,394 100%

本次收购完成后，能源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4.05%的股份，通过能源投

资持有 7.35%的股份，通过沈煤集团持有 0.7%的股份，合计持有 32.1%的股份，

仍然是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规定，本次收购免于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不存在附加特殊条件。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沈煤集团所持有的辽宁能源 9,252,452股

无限售流通股，因沈煤集团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借款合同纠纷，现

被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司法冻结。

除以上冻结情况，本次间接收购涉及的辽宁能源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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