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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2023-10 

债券代码：127027        债券简称：靖远转债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103,190,538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3.58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1）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向能化集团、中国信达及中国华融发行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

值 1.00 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2）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股份锁定要求，交易对

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①本次交易中，能化集团获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根据业绩补偿义务进行股份补偿及其他

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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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或者交易

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的，则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②本次交易中，中国信达、中国华融获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但其他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除外。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1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份的

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9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能化集团、中国信达及中国华融合计持有的窑煤集团

100%股权。 

2022 年 12月 30日，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内资公司变更通知书》，

核准了窑煤集团 100%股权转让至靖远煤电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标的公司本次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并取得最新营业执照（现注册号：620000000004753）后，靖

远煤电合法直接持有窑煤集团 100%股权，窑煤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依法完成了将标的资产过户给上市公司的义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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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22 年 4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2、2022 年 8 月 1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重组草案和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本次交易对方内部有权机构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意签署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4、2022年 8月，各交易对方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5、2022年 8月，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已经甘肃省国资委相关部门备

案； 

6、2022年 9月，本次交易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7、2022 年 9 月，上市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正式方案，并同意能化集团免于以发出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8、2022年 10 月 27日，靖远煤电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同意撤回申报通知书》，并于 2022年 10月 28日进行了公告； 

9、2022年 12 月，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或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对象和发行股份种类 

公司本次向能化集团、中国信达及中国华融发行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

值 1.00 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2、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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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原定价基准日为公司首次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即靖远煤电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原发行价格为 3.63元/股，不低于原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 

上市公司实施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相应减

少。为加快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增加优质资产，进一步提升上

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护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于 2022年 8 月 19日签署

了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和发行股份价格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

充协议》。2022年 8月 19日，靖远煤电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等议案，对本次交易重新确定定价基准日并调整发行股份价格等事项进行了审议。

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发表了独立意

见。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依据交易

各方协商以及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

3.58元/股，不低于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的 90%，且不低于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除权除息后），符

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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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为 752,942.21 万元，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份发行数量为 2,103,190,538 股。 

3、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股份锁定要求，交易对

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1）本次交易中，能化集团获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根据业绩补偿义务进行股份补偿及其他

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除外。 

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或者交易

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

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的，则本公司/本机构/本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2）本次交易中，中国信达、中国华融获得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但其他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除外。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能化集团、中国信达、中国华融合计持有的窑煤集团

100%股权。 

2022 年 12月 30日，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内资公司变更通知书》，

窑煤集团完成了相关工商信息变更登记。标的公司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靖

远煤电将合法直接持有窑煤集团 100%股权，窑煤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依法完成了将标的资产过户给上市公司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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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已办理完毕。 

2、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所出具的《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3]000022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交易对方能化集团、中国信达、

中国华融以其持有的窑煤集团 100%股权缴纳出资，相应股权已经变更至靖远煤

电名下，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成，靖远煤电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

民币 2,103,190,538 元。 

3、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上

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承担，

亏损部分由交易对方各主体按照其在标的公司的相对持股比例承担并在标的资

产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的期间即为过渡期

间。 

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之

间的损益情况进行交割审计并出具交割审计报告。过渡期损益的确定以交割审计

报告为准。 

4、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年 1月 30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03,190,538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登记至

交易对方名下，本次发行后，以截止 2023 年 1 月 20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公司的股本总额为 4,611,017,333股。 

（三）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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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上市公司已直接

持有窑煤集团 100%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靖远煤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

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

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

本次交易可依法实施。 

3、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已过户至靖远煤电名下，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已完成新增股份的验资及证券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现阶

段的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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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

差异的情形。 

5、靖远煤电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情况。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提供担

保的情形。 

7、协议各方均按照本次交易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项下义务，不存在违反该

等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三、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交易对方 支付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股） 锁定期 

1 能化集团 5,809,528,937.83 1,622,773,446 36 个月 

2 中国信达 1,644,982,970.15  459,492,449  12 个月 

3 中国华融 74,910,220.76 20,924,643  12 个月 

合计 7,529,422,128.74 2,103,190,538  -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 1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涉及的新增股份的

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9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上市

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1、能化集团 

公司名称： 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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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48HK51R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122号 

经营范围： 

煤炭资源的勘查开发及矿业权的投资经营；煤炭开采、销售、

加工和综合利用；非煤矿产资源、能源、金融、装备制造、有

色金属等行业的投资、管理、运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煤

层气、油页岩、化肥等化工产品的投资、运营、销售；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销售及微电网投资、运营；新能源、新技术的开

发利用；矿井建设、基建施工、工程安装；铁路运输、普通货

物运输、物资储运、商贸物流；酒店经营；煤炭科研设计，技

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

营） 

2、中国信达 

公司名称：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卫东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3,816,453.514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9年4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945A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经营范围： 

（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

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

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

买卖有价证券；（六）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

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

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

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3、中国华融 

公司名称：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正均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 8,024,667.904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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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55774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

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

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

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

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

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 年 1 月 2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靖煤集团 1,061,505,580  42.33% 

2 甘煤投 89,700,000  3.58% 

3 满少男 63,000,000  2.51% 

4 大华资管计划 38,545,600  1.54% 

5 杨三宝 37,538,900  1.50% 

6 招商中证煤炭基金 16,815,262  0.67% 

7 国泰中证煤炭基金 16,288,920  0.65% 

8 周民 13,894,700  0.55%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764,688  0.55% 

10 华商新趋势基金 11,521,601  0.46% 

合计 1,362,575,251  54.3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能化集团 1,622,773,446 35.19% 

2 靖煤集团 1,061,505,580 23.02% 

3 中国信达 459,492,449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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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4 甘煤投 89,700,000 1.95% 

5 满少男 63,000,000 1.37% 

6 大华资管计划 38,545,600 0.84% 

7 杨三宝 37,538,900 0.81% 

8 中国华融 20,924,643 0.45% 

9 招商中证煤炭基金 17,195,062 0.37% 

10 国泰中证煤炭基金 16,551,220 0.36% 

合计 3,427,226,900 74.33%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能化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甘肃省国资委仍为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五、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 2023年 1 月 20日，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数 变动股数 变动后股数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229,788 2,103,190,538 2,106,420,32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04,597,007 - 2,504,597,007 

股本总额 2,507,826,795 2,103,190,538 4,611,017,333 

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之一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7549 

传真 010-6083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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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办人 邓俊、许子晶 

项目协办人 束颉晟、杨绍晗、白蓉蓉、甄雷、钟天钰、易萌 

（二）独立财务顾问之二 

名称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 

法定代表人 祁建邦 

电话 0931-4890268 

传真 0931-8815556 

项目主办人 郭喜明、党芃 

项目协办人 马佳佳 

（三）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国芳商务写字楼第 26 层 

负责人 张骏雅 

电话 0931-8821610 

传真 0931-8821610 

经办人员 王栋、张天晶 

（四）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雄、梁春 

电话 010-58350087 

传真 010-58350087 

经办人员 刘志文、刘赞伶 

（五）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机构 

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谭小青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人员 李耀忠、朱银玲 

（六）资产评估机构之一 



 13 

名称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法定代表人 孙建民 

电话 010-68081474 

传真 010-68081474 

经办人员 张煜、张勇 

（七）资产评估机构之二 

名称 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红星巷 64 号昶荣大厦 1810 室 

法定代表人 张鹏涛 

电话 0931-8912950 

传真 0931-8912950  

经办人员 张鹏涛、李丽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向甘肃能源化

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3239号）； 

2、《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022号）； 

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名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

表（含在途股份）》（业务单号：101000012268）； 

5、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靖远煤

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6、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靖远煤

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7、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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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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