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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 

 

会议时间：2021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 15:00； 

会议地点：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6号，公司调度指挥中心二楼会

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4月1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会议议程： 

序号 议       程 备注 

1 

（1）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2）主持人宣读到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所代表的股份数

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2 

（1）工作人员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1项议案； 

（2）到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提问或发言，主持人指定有关人员

回答。                      

 

3 
（1）会议推选监票人、计票人； 

（2）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3 / 13 
 

（3）计票人统计表决结果。 

4 

（1）工作人员宣读投票表决结果； 

（2）主持人征求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表决结果是否有异议，如

无异议，宣布议案是否通过； 

（3）律师宣读见证《法律意见书》。 

 

5 
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署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记录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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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提高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能源”或“公

司”）煤炭产能和经营业绩，进一步解决大有能源与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能源”）在煤炭业务

上的同业竞争，公司拟收购河南能源持有的阿拉尔豫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豫能投资”）100%股权。有关情况如下：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河南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6 号国龙大厦 

法定代表人：田富军 

注册资本：2,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对能源、化工、金融、装备制造、物流、有色金属、

建筑、电力、水泥、交通运输、教育、房地产、租赁业等行业的投资

与管理；实业投资；煤炭（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销售；煤炭、化工、金

属、装备制造等科学研究；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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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河南能源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亿元） 1807.43 1364.50 

净利润（亿元） 0.39 2.67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亿元） 2741.94 2642.21 

净资产（亿元） 549.23 487.46 

（二）大有能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地址：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６号 

法定代表人：任春星 

注册资本：239081.2402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煤炭批

发经营；对煤炭行业的投资；煤炭洗选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自

有铁路专用线煤炭运输；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取水、供水、

供暖、供电、售电（限分支机构经营）；设备、房屋租赁。（以上范围

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大有能源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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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亿元） 59.03 43.99 

净利润（亿元） 0.096 1.18 

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亿元） 184.78 199.65 

净资产（亿元） 72.14 73.21 

二、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豫能投资 100%股权。 

（一）豫能投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阿拉尔豫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新疆阿拉尔市大学生创业园 1 号楼 211 室 

法定代表人：上官书民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能源投资管理；矿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电力、

热力生产和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煤炭及制品、

焦炭、矿产品、钢材、建材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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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豫能投资主要财务数据 

豫能投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53,098.54 95,510.19 

净利润（万元） 514.91 15,0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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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515,704.58 522,796.83 

净资产（万元） 84,844.41 99,907.26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豫能投资股权结构及股权投资情况 

截止公告日，豫能投资股权结构及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图： 

  

 

 

 

 

 

 

 

（四） 库车县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库车县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北山矿区 

法定代表人：单成方 

注册资本：4,121.8万元 

经营范围：向国家允许矿业投资，煤炭开采、加工、洗选及销售，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阿拉尔豫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80% 

库车县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库车县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榆树岭煤矿 榆树泉煤矿 

100% 100% 

叶城县志鹏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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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制品、矿产品，钢材、金属材料、建材及化工产品，电子产品、

电子元器件，矿山设备、采矿专用设备、电气设备、机电设备，劳保

用品、橡胶制品，五金产品销售，机械设备制造、销售与租赁，汽车

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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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

（国融兴华矿评字[2021]第 400004号），库车县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

公司下属榆树岭煤矿采矿权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9469.61万吨，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5977.66 万吨，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矿山服务

年限 38.32 年，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07,132.26 万元。 

（五）库车县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库车县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格乡 

法定代表人：陈体康 

注册资本：5,229.98 万元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加工及销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焦

炭，矿产品，钢材，建材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

矿山设备，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劳保用品，橡胶制品，采矿专用设

备，电子元器件，电气设备，五金产品销售，机械设备制造、销售与

租赁，汽车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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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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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采矿权评估报告

（国融兴华矿评字[2021]第 400005号），库车县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下属榆树泉煤矿采矿权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 5580.39 万

吨，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3741.79 万吨，生产能力 90 万吨/年，矿山服

务年限 31.98 年，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45,226.14万元。 

三、标的股权的评估情况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豫能投资的

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并经备案的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1]第 010031号），标的公

司净资产（母公司报表）评估结果如下： 

标的公司 账面价值（万元） 评估价值（万元） 增减值（万元） 

豫能投资 39,021.69  94,156.89 55,135.20 

根据经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豫能投资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

民币 94,156.89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 

（一）业绩承诺 

基于对豫能投资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保障大有能源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河南能源就豫能投资未来三年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承诺豫能投资 2021-2023年度（“承诺期”）所实现的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30,835 万元（“承诺净利润”）。 

2.若承诺期结束后，豫能投资对应的实际净利润合计金额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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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净利润，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向大有能源进行补偿，具体补偿金

额按照承诺净利润与豫能投资对应的实际净利润之间的差额计算。 

豫能投资在承诺期内各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额由本公司与

大有能源双方认可的、大有能源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

报告中确认的豫能投资的净利润确定。 

3.本公司承诺将于豫能投资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且在接到大

有能源通知明确承诺期需补偿的具体金额之后 30 日内履行全部补

偿义务。 

4.本承诺函自本公司与大有能源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生效之

日起生效。 

（二）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河南能源（甲方）与大有能源（乙方）。 

2.收购价格及支付 

双方同意，以经备案的豫能投资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准，乙方

收购甲方持有的豫能投资 100%股权的价格为 94,156.89 万元，乙方

于本协议生效且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解押后 10日

内全额支付豫能投资 100%股权的收购款，甲方应于收到股权转让款 

10 日内将标的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名下。 

3.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包括当日）至股权工

商变更日（包括当日）的过渡期内，豫能投资的损益由乙方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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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权债务安排 

（1）双方确认：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豫能投资及下属

榆树岭煤矿和榆树泉煤矿合计欠甲方控股子公司河南能源化工集团

新疆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为 203,240.00 万元（其中：豫能投

资 173,240.00 万元，榆树岭煤矿 20,000.00 万元，榆树泉煤矿

10,000.00 万元）。 

（2）双方同意：在豫能投资 100%股权工商变更至乙方名下且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解押后 10 日内，乙方代豫能

投资及下属榆树岭煤矿和榆树泉煤矿偿还 185,000.00 万元。 

（3）除前条所述偿还的债务外，甲、乙双方及豫能投资其他的

债权债务均不发生变化，剩余债权债务仍由各自享有和承担。 

5.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

承诺和保证的，或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的，均构

成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继续履行责任

与义务，如违约方未在守约方要求的期限内采取补救措施，不能继续

履行责任与义务，应当赔偿守约方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在内的全部损

失。 

6.争议解决 

双方同意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首先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双方同意经任何一方要求，可在有管辖

权的法院通过诉讼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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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协议生效、变更、解除及其他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程序通过后

生效，在有效期内，双方应履行完毕本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利义务。 

（2）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应由提出变更方以书面形式提前 

10 日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对变更的内容签署补充协议。 

（3）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以书面形式解除。

五、收购的必要性 

（一）增加大有能源产能，提高大有能源经营业绩 

近年来因执行国家去产能政策，大有能源核定产能从 2040 万吨

减至 1480 万吨，下降幅度 27.45%，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榆树泉评估利

用可采储量 3741.79 万吨，生产能力 90 万吨/年；榆树岭评估利用可

采储量 5977.66 万吨，生产能力 120 万吨/年。通过本次收购，河南

能源将其持有的豫能投资股权置入大有能源，有利于扩大大有能源的

煤炭储量和生产能力，提高大有能源经营业绩。 

（二）进一步解决河南能源与大有能源同业竞争 

河南能源在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业竞争承诺的变更方案》中承诺：“对于能

够满足相关条件、且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的优质煤炭资产，将按照

市场化原则，力争自大有能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承诺后 3 年内，采

取资产注入等合理方式，实现主要优质煤炭资产上市”。豫能投资经

营业绩良好且已基本具备注入大有能源的条件，大有能源收购豫能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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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股权有利于进一步解决河南能源与大有能源在煤炭业务上的同业

竞争。 

六、收购的可行性 

豫能投资持有的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0%股权目前质

押用于融资，经河南能源及豫能投资与有关银行协商，已初步达成股

权解押的方案，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积极协

调有关方面落实解押方案并督促河南能源不迟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本议案前办理完毕解押手续。除此之外，豫能投资 100%股权及

其他下属公司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