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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信源”、“信息披露

义务人”），科信源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编制报送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披露相关信息。 

二、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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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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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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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人在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在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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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嘉泽新能、公司、上市公司、宁

夏嘉泽 
指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619）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 指 
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北京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科信源将依法解散

并注销。待科信源清算注销后，科信源全体股东将按照各自持有

科信源的股权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将不再持有上市公

司嘉泽新能股票。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开弦资本 指 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开弦 指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开弦资本全资子公司 

百年人寿 指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比泰 指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科信源控股股东 

宁夏隆林 指 宁夏隆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冠林 指 宁夏冠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夏隆杉 指 宁夏隆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证券交易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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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告书》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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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指引第 4 号》 指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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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 吴忠市同心县同德慈善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张松 

注册资本 40,258.176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77546816X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投资管理、矿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矿产品及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工程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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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 2005年 5月 25日至 2035年 5月 24日 

通讯地址 吴忠市同心县同德慈善产业园区 

联系电话 0951-510054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及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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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宁夏比泰目前持有科信源 47.6741%的股权，为科信源控股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注册地 宁夏同心县同德慈善产业园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26,0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24MA75W2063N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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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期限 2015年 9月 22日至 2035年 9月 21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号华贸写字楼 

联系电话 010-6779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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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比泰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类别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货币出资 10万元 0.0384% 

上海七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出资 24,700万元 94.9635% 

宁夏安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货币出资 1,300万元 4.9981% 

2、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宁夏开弦为宁夏比泰唯一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开弦资本 100.00%控制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开弦资本提供的说明，其实际控制人为卫勇，因此卫勇为宁夏比泰实际控制

人。 

综上所述，卫勇通过开弦资本控制宁夏比泰并最终实际控制科信源，其为科信源实际控

制人。科信源实际控制人卫勇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居留权 

卫勇 无 4221211972******** 中国 北京 否 

3、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他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对外投资其他核心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及其持股方式 主营业务 

1 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万元 

卫勇及卫强为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开弦资本

60.00%股权 

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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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000.00万元 开弦资本全资子公司 医疗技术开发与咨询 

3 宁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万元 开弦资本全资子公司 股权投资 

4 上海开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000.00万元 卫勇直接持股 33.40% 股权投资 

5 北京东方祥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300.00万元 卫勇直接持股 60.00% 股权投资 

6 上海青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万元 卫勇直接持股 42.50% 投资管理 

7 宁夏开弦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万元 

北京东方祥安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持股 95.56%，

卫勇间接持股 57.34% 

股权投资 

8 宁夏开弦顺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00万元 
开弦资本持股 4.14% 

卫强持股 12.50% 
股权投资 

9 宁夏宁柏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10.00万元 

宁夏开弦持股 10%，北京

东方祥安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持股 90% 

股权投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主要业务和财务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和财务情况 

科信源成立于 2005年 5月 25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科

信源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23,550,928.57 412,435,484.41 533,295,619.93 561,707,222.39 

总负债 -   - 85,173,350.02  113,309,253.96  

净资产 423,550,928.57 412,435,484.41 448,122,269.91 448,397,9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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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和财务情况 

宁夏比泰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宁夏比泰 2016年度经审计及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6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75,687,814.05 262,693,866.16 267,179,281.27 266,026,656.87 

总负债 - - - 6,200,000.00 

净资产 275,687,814.05 262,693,866.16 267,179,281.27 259,826,656.87 

资产负债率 0.00% 0.00% 0.00% 2.33% 

项目 2018 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 - - - 

净利润 -6,924,407.29 -4,485,415.11 -2,527,375.60 -273,343.13 

净资产收益率 -2.51% -1.71% -0.95% -0.1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资产负债率 0.00% 0.00% 15.97% 20.17% 

项目 2018 年 6月 30日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 20,000.00 35,000.00  173,980.58 

净利润 11,115,444.16 -35,686,785.50 -273,646.44  396.26  

净资产收益率 2.62% -8.65% -0.0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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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五年内，未

有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科信源主要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长期居留权 

张松 无 董事长、总经理 1101041970******** 中国 北京 否 

陈波 无 监事 3706231971******** 中国 北京 美国永久居留权 

孙海波 无 财务总监 1101051962********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有行政

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嘉泽新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持有或控制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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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持有上市公司嘉泽新能 412,409,043 股 A股普

通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1.3352%。 

2018年 6月 12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召开股东会，基于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上市公

司治理结构以及未来直接高效的参与上市公司重大决策的目的，以期更好的发挥股东价值并

平等履行股东义务、行使股东权利，科信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科信源解散并成立清算组对公

司依法进行清算并注销。科信源清算注销后，科信源全体股东将按照各自持有科信源的股权

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票，科信

源全体股东将由通过科信源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票变更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嘉泽

新能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科信源尚无于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嘉泽新能股票的

计划。待相关清算注销程序履行完毕后，科信源将予以注销，不再具有继续持有上市公司股

票的法律主体资格。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一）2018年 6月 12 日，科信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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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公司解散； 

2、同意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依法清算。 

（二）2018 年 6 月 15 日，清算组在《宁夏法治报》刊登了《注销公告》，履行了通知

债权人申报债权并登记的公告义务。 

（三）2018 年 9 月 5 日，科信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通过了清算组编制的清

算方案。 

（四）2018年 9月 5 日，清算组编制了《清算报告》，并经科信源全体股东一致确认通

过； 

（五）2018 年 9 月 12 日，取得了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同心）销字【2018】

第 23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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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 

本次权益变动经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科信源将依法解散并注销。

待科信源清算注销后，科信源全体股东将按照各自持有科信源的股权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将不再持有上市公

司嘉泽新能股票。 

（二）科信源的清算过程及结果 

1、科信源清算的过程 

（1）2018 年 6 月 12 日，科信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依法对科信源进行解

散，并成立清算组对其清算注销； 

（2）2018年 6月 15 日，清算组在《宁夏法治报》刊登了《注销公告》，履行了通知债

权人申报债权并登记的公告义务； 

（3）2018年 9月 5日，科信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一致通过了清算组编制的清算

方案； 

（4）2018 年 9 月 5 日，清算组编制了《清算报告》，并经科信源全体股东一致确认通

过； 

（5）2018 年 9 月 12 日，取得了同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同心）销字【2018】

第 23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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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信源清算的结果 

科信源清算组出具了《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关于科信源剩余财产

的主要情况如下： 

（1）资产及债权、债务清理情况 

①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情况 

经清算，科信源截止 2018 年 9 月 5 日资产总额 412,415,468.02 元，其中：货币资金

6,425.02 元，长期股权投资 412,409,043.00 元。负债为零，所有者权益 412,415,468.02

元。 

②债权债务情况 

债权：截止 2018年 9 月 5日，科信源债权金额为零。 

债务：截止 2018年 9 月 5日，科信源债务金额为零。 

③清算净值情况 

截止 2018年 9月 5日，科信源公司清算净值 412,415,468.02元。 

（2）缴付所欠税款 

科信源已缴清所欠税款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并于 2018 年 9 月 3 日完成税务登记

注销。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持有上市公司嘉泽新能 412,409,043 股 A股普

通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1.3352%。 



17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票。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科信源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1、科信源关于对所持嘉泽新能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前，科信源就其所持嘉泽新能股份的自愿锁定作出如下承诺： 

“自宁夏嘉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科信源持有的宁夏嘉泽股份，也不由宁夏嘉泽回购该部分股份。” 

2、科信源关于对所持嘉泽新能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前，科信源就其所持嘉泽新能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科信源承诺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科信源出具的各项承诺

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2）限售期限届满后，科信源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

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订股票减持计划，在股

票锁定期届满后逐步减持；科信源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者其他

合法方式按照届时市场价格或者大宗交易双方确定的价格减持科信源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科

信源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方式、期限等；科信源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

时除外。 

（3）若违反上述承诺的，科信源将自愿将减持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公司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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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因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其违反所作承诺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其股东作出解散、清算并注销科信源的股东会决议而

致，不属于签署承诺所指的如下情形： 

（1）转让； 

（2）委托他人管理； 

（3）由嘉泽新能回购； 

（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者其他合法方式

按照届时市场价格或者大宗交易双方确定的价格减持科信源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综上所述，科信源不存在因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其违反所作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上市公司股份于权益变动完成后受到限制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全体股东陈波、宁夏比泰、百年人寿、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

将承接科信源因嘉泽新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作一切承诺。除以下承诺外，本次权益变动所

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质押、担保或司法冻结等。具

体情况如下： 

1、关于对所持嘉泽新能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陈波、宁夏比泰、百年人寿、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承诺： 

“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因科信源清算所获嘉泽新能股票将自相关嘉泽新能股票过户登

记完成之日起至嘉泽新能股票于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届满三十六个月之日期间，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因科信源清算所获嘉泽新能股票，也不由嘉泽回购该部分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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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对所持嘉泽新能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陈波、宁夏比泰、百年人寿、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承诺：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承诺将按照嘉泽新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科信

源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

减持因科信源清算导致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新增公司股票。 

2、限售期限届满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制订股票减持

计划，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逐步减持；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减持公司股

份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协议转让或者其他合法方式按照届时市场价格或者大宗交易双方确定的价格减持本公

司/本企业/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

减持方式、期限等；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时除外。 

3、若违反上述承诺的，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将自愿将减持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公司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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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其股东作出解散、清算并注销科信源的股东会决议而

致，不涉及任何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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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再具备对以下事项进

行筹划或调整的主体资格： 

一、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二、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调整或修改；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或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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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科信源全体股东

将按照各自持有科信源的股权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因此，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可能性。 

为保护嘉泽新能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确保和加强嘉泽新能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

股东陈波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特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证嘉泽新能人员独立 

1、保证嘉泽新能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

在嘉泽新能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本企业/本人、本企业/本人之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担

任经营性职务。 

2、保证嘉泽新能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本企业/本人之间完全独立。 

3、本企业/本人向嘉泽新能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

进行，不干预嘉泽新能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嘉泽新能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嘉泽新能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本企业/本人及关联公司不违规占用嘉泽新能资产、资金及其他资源。 

（三）保证嘉泽新能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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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嘉泽新能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嘉泽新能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3、保证嘉泽新能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本人及关联方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嘉泽新能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企业兼职。 

5、保证嘉泽新能依法独立纳税。 

6、保证嘉泽新能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企业/本人不干预嘉泽新能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嘉泽新能机构独立 

1、保证嘉泽新能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保证嘉泽新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嘉泽新能业务独立 

1、保证嘉泽新能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

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本企业/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嘉泽新能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企业/本人及其直接、间接控制的公司、企业不从事与嘉泽新能构成实质性同

业竞争的业务。 

4、保证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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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科信源全体股东

将按照各自持有科信源的股权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因此，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上市公司间存在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为从根本上消除和避免同嘉泽新能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宁夏比

泰，百年人寿，陈波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特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人/本企业/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或控制的企业（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除外，下同）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的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将来直接或间接

投资或控制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

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于该等业务中拥有权益

或利益；不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从事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目前或今后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3、凡是本人/本企业/本公司获知的与上市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商业机会，本人/

本企业/本公司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4、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损害和开支。”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科信源全体股东

将按照各自持有科信源的股权比例分配科信源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嘉泽新能股份，且清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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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科信源将按照相关法律予以注销。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上

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 

为规范和减少与嘉泽新能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宁夏比泰，百年人

寿，陈波及其一致行动人宁夏隆林、宁夏冠林及宁夏隆杉特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及本人/本企业/本公司下属公司，将根据‘公平、公正、等价、

有偿’的市场原则，按照一般的商业条款，严格遵守、尊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与其以公允价格进行公平交易，不谋求自身及下属本人/本企业/本公司的非法利益。如存在

利用股东地位在关联交易中损害上市公司及小股东的权益或通过关联交易操纵上市公司利

润的情形，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将促使本人/本企业/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逐步减

少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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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

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交易的情形。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

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

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前 24 个月内，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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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嘉泽新能上市交易股

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其直

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权

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嘉泽新能上市交易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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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科信源 2015年度-2018年 6月 30日的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06.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841.41 26,441.41   868.18  25,547.09  

短期投资        

应收票据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1,135,044.16    

应收账款    41,618.00  41,618.00  

其他应收款  
 

120,000,000.00  148,249,673.55  

预付账款        

应收补贴款        

存货    75,840.75  75,840.75  

待摊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1,141,885.57  26,441.41  120,118,326.93  148,392,679.39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长期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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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合计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412,409,043.00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348,970.00  1,348,970.00  

减：累计折旧   580,720.00  443,470.00  

固定资产净额   768,250.00  905,500.00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    768,250.00  905,500.00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合计   -    768,250.00  905,500.00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    -    -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借项        

资产总计 412,409,043.00 412,435,484.41   533,295,619.93  561,707,222.3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    115,941.00  115,941.00  

预收款项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155.69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85,057,409.02  113,193,157.27  

预提费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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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    85,173,350.02  113,309,253.96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其他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合计  -    -    -    

递延税款        

递延税款贷项        

负债合计 - -    85,173,350.02  113,309,253.9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减：已归还投资        

实收资本净额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402,581,764.00  

资本公积 31,418,236.00  31,418,236.00  31,418,236.00  31,418,236.00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积金  -    -    -    

未分配利润 -10,449,071.43  -21,564,515.59  14,122,269.91  14,397,968.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3,550,928.57  412,435,484.41  448,122,269.91  448,397,968.43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423,550,928.57  412,435,484.41  533,295,619.93  561,707,222.39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06.30 2017 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20,000.00  35,000.00  173,980.58  

   减：主营业务成本  75,8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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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25.75  

二、主营业务利润  -55,840.75  35,000.00  173,654.83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19,600.00 89,394.44  308,135.08  607,492.68  

    财务费用  594.83  511.36  1,146.72  

三、营业利润 -19,600.00 -145,830.02  -273,646.44  -434,984.57  

    加：投资收益 11,135,044.16   
 

432,920.0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2,570.90  

    减：营业外支出  35,540,955.48  
 

           

    加: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四、利润总额 11,115,444.16  -35,686,785.50  -273,646.44  506.33  

    减：所得税    
 

 110.07  

五、净利润 11,115,444.16  -35,686,785.50  -273,646.44  396.26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06.30 2017 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000.00  35,000.00  173,980.58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634.17  28,758,394.8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7,634.17  28,793,394.86    173,980.58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5,870.82  169,040.90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91.94  155.69  281.1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600.00  550,169.00  28,742,047.26  277,556,609.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600.00  552,060.94  28,818,073.77  277,725,93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00.00  -474,426.77  -24,678.91  -277,551,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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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00,0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00,000.00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35,089,043.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089,043.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00.00      -35,089,04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2,581,764.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2,581,764.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2,581,764.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600.00  25,573.23  -24,678.91  -59,230.10  

二、科信源控股股东宁夏比泰的财务资料 

科信源控股股东宁夏比泰 2015年度-2018年 6月 30日的财务报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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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6.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4,289.61  105,532.16  3,344,278.27 6,026,656.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088,334.00  3,835,003.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616,668.00  1,500,000.0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690,957.61  2,693,866.16  7,179,281.27 6,026,656.8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69,996,856.44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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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9,996,856.44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260,000,000.00 

资产总计 275,687,814.05  262,693,866.16  267,179,281.27 266,026,656.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      5,200,000.00 

预收款项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200,000.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6,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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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74,920,000.00  269,980,000.00  269,980,000.00 260,100,000.00 

资本公积 14,978,355.18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4,210,541.13           -7,286,133.84  -2,800,718.73 -273,343.13 

股东权益合计 275,687,814.05  262,693,866.16  267,179,281.27 259,826,656.87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275,687,814.05  262,693,866.16  267,179,281.27 266,026,656.87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06.30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营业收入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944,166.00 4,489,169.00 2,533,402.00 411,666.00 

财务费用 -1,264.86 -3,753.89 -6,026.40 -138,322.87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4,981,498.7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损失以“-”

号填列） 
-6,924,399.88 -4,485,415.11 -2,527,375.60 -273,343.1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损失以“-” -6,924,399.88 -4,485,415.11 -2,527,375.60 -273,3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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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7.41 
  

 

四、净利润（损失以“-”号

填列） 
-6,924,407.29 -4,485,415.11 -2,527,375.60 -273,343.1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06.30 2017 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268.66 4,134.89 7,799.08 138,401.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268.66 4,134.89 7,799.08 138,401.1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740,000.00 6,238,330.00 -4,788,334.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7.41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972,603.80 1,502,881.00 1,131,847.68 78.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72,611.21 3,242,881.00 7,370,177.68 -4,788,255.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53,342.55 -3,238,746.11 -7,362,378.60 4,926,656.8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6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60,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000,000.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922,100.00   4,680,000.00  261,1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922,100.00   4,680,000.00  261,1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2,100.00   4,680,000.00  261,100,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1,242.55 -3,238,746.11  -2,682,378.60 6,026,6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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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

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

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如下情形： 

（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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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管理人员名单； 

3、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关于解散、清算并分配公司财产的决议； 

4、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会计报告； 

5、《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二、备查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备置于嘉泽新能证券法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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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 

股票简称 嘉泽新能 股票代码 60161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昌平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

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夏科信源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后分配剩余财产导致其在

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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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人民币 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412,409,043股 

持股比例：21.3352%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人民币 A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412,409,043股     

变动比例：-21.3352%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

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不适用）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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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

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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