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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3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拟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所持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尼龙新材公司”）100%股权，并拟以现金方式对尼龙新材公司增资 4000万元。 

●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18）第 243

号《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以 2018年 10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尼龙新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60.53 万元，与账面值 420.94

万元比较，评估增值 1,439.59 万元，增值率 342.00%。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评

估结果已经有权机构备案，备案编号为：2018-28号。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对

价。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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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收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所持尼龙新材公司 100%的股权（简称“标

的资产”），并拟以现金方式对尼龙新材公司增资 4000万元。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收购尼龙新材公司股权构成关联交

易。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信会师豫报字[2018]

第 20030 号《审计报告》， 截止 2018 年 10 月 31 日，尼龙新材公司所有者权益

420.94万元（母公司报表）。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锋评

报字（2018）第 243 号《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尼龙

新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60.53万元，与账面值 420.94万元比较，评

估增值 1,439.59 万元，增值率 342.00%。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有

权机构备案，备案编号为：2018-28号。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定价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独立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18）第 243号《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0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尼龙新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860.53万元。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 号院 

法定代表人：李毛 

注册资本：1943209 万元 

公司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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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683174252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

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信息传输

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物业

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

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

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

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

易燃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

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批

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电子产品、五

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

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

支机构）。  

（二）股权结构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266,003.50 65.15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25,786.00 11.6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8,632.00 5.59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107,084.00 5.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72,006.00 3.71 

华能煤业有限公司 53,542.00 2.76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534.00 2.75 

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773.50 2.00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848.00 0.92 

总计 1,943,209.00 100.00 

   （三）关联方关系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 49.28%的股权，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尼龙新材公司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中段神马实业一期（第 11幢） 

法定代表人：赵铁军 

注册资本：350.90 万元 

成立时间：1988 年 07月 01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3171759070K 

（二）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尼龙子口布、尼龙切片及注塑产品、纸钢轴、绳网、

纸管、纸箱；销售：木托盘、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材、金属

制品、煤炭、焦炭；房屋租赁。 

（三）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尼龙新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5 

1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50.90 100.00 

合计 350.90 100.00 

（四）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出具的信会师豫报字[2018]第 20030 号《审计报告》，尼龙新材公司 2017

年及 2018 年 1-10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0,143,944.89  54,727,003.54  

负债总额 62,718,657.90  40,704,731.8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1,534,473.50  8,606,951.0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7,425,286.99  14,022,271.74  

项目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3,561,388.69  131,949,286.93  

利润总额 3,899,601.20  -62,705.53  

净利润 3,403,015.25  -1,129,760.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27,522.46  -2,261,287.93  

（五）交易评估情况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尼龙新材公司的股权进行评估，评估基准

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全部股

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尼龙新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

准日 2018年 10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总额账面值 5,983.30 万元，评估值 7,311.21 元，评估增值 1,327.91

万元，增值率 22.19%；负债总额账面值 5,562.36 万元，评估值 5,450.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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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减值 111.68 万元，减值率 2.01%；净资产账面值 420.94 万元，评估值

1,860.53万元，评估增值 1,439.59万元，增值率 342.00%。 

净资产评估增值 1,439.59 万元，增值率 342.00%，增值主要原因及推算过

程为： 

<1> 流动资产增值 476.27万元，增值率 11.32%，增值主要原因： 

   （1）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增值 83.20 万元，增值率 7.61%，原因为对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内部单位之间的往来款项不预计风险损失，账面价值中均按账

龄计提了坏账准备，评估产生增值。 

应收账款账面反映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175.51 万元，其中包括对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内部单位之间的往来款项 41.85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4.29 万元，评估时

对该部分往来不预计风险损失，评估增值 4.29 万元；其他应付款中同样的涉及

内部单位有个人款项 742.72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78.91 万元，评估时对该部分

往来不预计风险损失，评估增值 78.91万元。 

   （2）存货账面价值 2,484.34万元，评估价值 2,877.41万元，评估增值 393.07

万元，增值率 15.82%，增值主要原因为产成品售价大于账面成本，评估增值。 

产成品评估值计算公式：评估单价=不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营业

税金及附加率-所得税费用率-净利润率×r） 

如一级聚酰胺 66 切片，账面价值 11,592,634.27 元，数量 571.55 吨，评

估基准日含税销售单价为 27,000.00元/吨，不含税销售单价 23,275.86 元/吨，

销售费用率、税金及附加率、所得税费用率、净利润率分别为 1.43%、0.29%、

0%、1.93%，净利润扣除率 50%，评估出的单价为 22,650.90元/吨，则一级聚酰

胺 66 切片评估值 12,946,124.00，评估价值比账面价值 11,592,634.27 增值

1,353,489.73 元。  

<2> 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值 815.60万元，增值率 100.48%。  

增值主要原因为对平顶山神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投资增值。原因为该

项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账面投资成本为 273 万元，持股比例 65%，经对平顶山神

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评估后按持股比例计算，对其长期投资的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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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67.83 万元，增值 794.83 万元，增值原因为平顶山神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以来的未分配利润较大，该公司注册资金 420万元，基准日账面所有者

权益价值为 1,599.83 万元，评估价值 1,642.82 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长期投资单位名称 
长期投资 

账面值（元） 
投资比例 

被投资单位净资产 

金额（元） 

评估值 

（元） 

1 

平顶山神马鹰材包装

有限公司 
2,730,000.00 65.00%  16,428,181.74  10,678,318.13 

2 

河南神马泰极纸业有

限公司 
4,982,047.77 49.00% 10,461,890.74 5,126,326.46 

3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405,000.00 0.095% 493,027,636.25 468,376.25 

 合计 8,117,047.77   16,273,020.84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尼龙新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420.94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99.89 万元，评估增值 1,878.95 万元，增值率

446.37%。 

尼龙新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420.94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经

营性资产评估价值 700.28 万元，加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共

2,489.61万元，扣减付息债务 890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299.89 万

元，评估增值 1,878.95 万元，增值率 446.37%。增值主要原因及推算过程为： 

<1>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收益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企业的预期收益基本稳

定，测算出的经营性资产评估价值 700.28万元； 

<2> 长期股权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811.7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627.30 万元，增值 815.60 万元，增值率 100.48%。其中，对平顶山神马鹰材

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按成本法核算，账面投资成本为 273 万元，持股比例

65%，经对平顶山神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评估后按持股比例计算，对其

长期投资的评估价值为 1067.83 万元，增值 794.83 万元，增值原因为平顶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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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以来的未分配利润较大，该公司注册资金 420 万

元，基准日账面所有者权益价值为 1,599.83 万元，评估价值 1,642.82 万元。 

<3> 企业账面反映的非经营性资产包括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其他流动资

产、闲置资产、在建工程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共 1,216.19 万元，非经营性负债

包括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共 552.18万元，相抵后非经营性资产总额为 664.01

万元。 

<4> 企业账面反映的货币资金为 323.80 万元，评估时预测企业最低现金保

有量为 125.50万元，产生溢余货币资金 198.30 万元。 

3、对评估结果的分析和选择 

经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结果的比较，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价值相差 439.36万元，差异率为 23.61%。 

收益法侧重企业未来的收益，是在评估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做出的，而资产基

础法侧重企业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方法侧重点的本质不同，造成评估结论的差

异性。 

收益法在运用过程中主要是依据企业历史财务资料并结合长远发展规划进

行分析、判断、预测，存在着较多假设前提和不确定因素，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原料主要来自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材料价格的

制定权掌握在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手中，生产成本高度制约于神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造成企业历史年度营业利润为亏损，未来年度

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收益法评估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

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

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

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本项目评估中，被评估单位详细提供了

其资产和负债相关资料，也从外部收集到了满足资产基础法评估所需的资料，对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评估，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

结果较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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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考虑本次评

估主要是为企业股权交易提供服务，而收益法评估结果依据的企业未来盈利能力

受上述分析因素影响有一定不确定性，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能够更为准确地

反映企业的内涵价值，为评估目的提供更合理的价值参考依据，因此本次评估选

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本报告的评估结论，即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60.53万元。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让方：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而受让方

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持有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

权，转让方不再持有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  

3、双方同意，受让方拟收购转让方所持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以经独立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

权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确定价格依据。 

4、根据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锋评报字（2018）第 243

号《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涉及的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的交易价格为 1,860.53 万元。 

5、受让方于收购股权交易履行完相关审批手续后 2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

付股权转让全部价款。受让方应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帐方式汇入转让方指定的

帐户。 

6、转让方收到股权转让款日的上月末作为股权交割日，以此确认期间损益。 

7、经交易双方协商确认，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月 31

日；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于转让方，即评估基准日至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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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实现盈利，受让方以现金方式将净资产增加

额向转让方补足；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亏损，受让方以标的资产评估

值为基础扣除净资产减少额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8、转让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及在转让完成日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如下： 

   （1）转让方已取得及将取得为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需要的一切批准、许可和

授权；本协议一经生效即对转让方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权没有违反任何对转让方具有约束力的公司

章程、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3）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取得并实际拥有的股

权，并且在该股权上未设置质押或任何其他第三方权益或该等质押和第三方权益

已经解除；其对转让股权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与处置权，亦不存在任何针对转让股

权的未了的诉讼或仲裁。 

   （4）协助及促使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9、受让方在签订本协议时及在转让完成日向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如下： 

   （1）受让方已取得及将取得为签署本协议所需要的一切批准、许可和授权；

本协议一经生效即对受让方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受让方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没有违反任何对受让方具有约束力的

公司章程、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3）受让方承诺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后遵守原对转让方具有约束力的

公司章程、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4）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采取一切合理及必要的

措施协助转让方及河南神马尼龙新材有限责任公司完成本协议所述的股权转让。 

    10、本协议自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及双方有权机

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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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协议各方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

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12、如果争议不能协商解决，则协议双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五、尼龙新材公司增资主要内容 

（一）增资金额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尼龙新材公司增资 4000万元。 

（二）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尼龙新材公司在建项目----2 万吨/年特种尼龙切片暨

尼龙注塑项目建设。该项目是尼龙新材公司“退城进园”特色转型搬迁项目之一，

总投资 6673.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021.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651.5 万元；建

设期 12 个月；预计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36400 万元；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前) 3.90

年；投资回收期(所得税后) 4.91 年。项目主要产品方案：12000 吨/年二次造粒尼

龙切片，10000 吨/年特种尼龙切片，3000 吨/年注塑产品等。项目实施分三个单

元分期建设，第一单元 12000 吨/年二次造粒尼龙切片，新增设备已到货，现场

正在施工，安装，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第二单元 10000 吨/年特种尼龙切片、

第三单元 3000 吨/年注塑产品设备考察、技术交流、招标文件已完成。项目原计

划一、二、三单元同步进行，但存在较大资金缺口，二、三单元至今未开工建设。

因此本次增资资金主要用于弥补项目资金缺口。 

PA6&PA66 切片具有优良的耐受性能、易改性，用途十分广泛。PA6&PA66

作为合成纤维原料可广泛用于制作针织品、轮胎帘子线、滤布、绳索、鱼网等。

PA6&PA66 作为工程塑料的原料，常用于生产强度高、耐磨、自润滑性优良的各

种高档汽车部件、机械部件、电子电器、包装材料等。PA6&PA66 切片生产中会

产生等外 PA6&PA66 切片；PA6&PA66 原丝生产中会产生等外 PA6&PA66 丝束

或捻线。以这些等外 PA6&PA66 切片和等外 PA6&PA66 丝束或捻线为原料，经

过筛选，通过级联式单螺杆后，制得尼龙再生切片。尼龙再生切片价格基本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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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PA66 切片相差（低）6000 元左右。在品质保证的前提下，尼龙再生切片作

为改性尼龙的原料，即保证了改性尼龙廉价原料优势，又实现了尼龙产业“零尼

龙固废”外卖，市场前景非常好。尼龙再生切片紧随尼龙切片，相辅相成，即服

务于改性注塑的需要，又完善了中国尼龙城的深加工、产品差异化体系建设。 

本项目符合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要求；国家在《化纤工业十二五发展指

导意见》中提到“重点强化废旧聚酯、废丝、废旧化纤制品等回用技术以及产品

和成套装备的集成升级与推广使用”。本项目也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符合《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第一类“鼓励类”第二十条“纺织”第 14 款：“废

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技术与产品生产”。本项目的主要原料由中国尼龙城尼龙产

业新建项目（供应等外尼龙切片、丝束或捻线）提供，原料供应的数量和质量有

较好的保障，且距离短、运费省。 

（三）收购并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收购并增资完成后尼龙新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350.90  100.00 

合计 4,350.90 100.00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尼龙新材公司的主要生产原料（等外工业丝、等外切片）采购于神马股份，

主要包装材料（纸管、托盘等）销往神马股份，存在关联交易。本次股权收购，

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消除尼龙 66 切片业务间的同业竞争，同时使得神马股份

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上市公司独立性进一步提高。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尼龙新材公司 2018 年 1-10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3万元。

尼龙新材公司在建项目收益较好。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提升神马股份盈利能力。 

本次投资以本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从长远看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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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尼龙新材公司注册资本低，资产负债率高，偿债能力弱，生产规模小，产品

竞争力不高，抗风险能力弱，在建项目存在较大资金缺口。 

为此，神马股份将对尼龙新材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增加其注册资本，改善

其财务状况，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增强融资贷

款能力，推动在建项目建设，实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提高市场竞争力和

行业地位，增强抗风险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自身造血功能，逐步入进入良

性发展轨道。 

八、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 

2019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股权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万善福先生、巩国顺先生、张电子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赵海鹏先生认为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是公平的。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