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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1-060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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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金山煤矿 6 扩 15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和

“瓦鲁煤矿 15扩 21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 

 项目终止后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

合计 14,596.37 万元（因议案审议至结转存在时间差，实际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综合考虑煤矿产业政策及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布局，结合公司煤矿的经营现状及相关募投项目实际建设情

况，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本着

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终止所属全资子公司师宗县金山煤矿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山煤矿”）“金山煤矿6扩15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师

宗县瓦鲁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瓦鲁煤矿”）“瓦鲁煤矿15扩21万吨/

年扩建工程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合计14,596.37万元（因

议案审议至结转存在时间差，实际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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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634 号文）核准，公司于2013年11月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式向包括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在内的2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94,736,8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899,999,6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0,929,260.77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869,070,339.23 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验[2013]第

020008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

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师宗县五

一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一煤矿”）和师宗县大舍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舍煤矿”）（以下统称“四个煤矿”）100%股权；增资金山煤矿、

瓦鲁煤矿和五一煤矿用于其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一）投入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募集资金

实际投入 

剩余募集

资金净额 
实施主体 

1 收购五一煤矿100%股权 19,809.12 19,809.12 19,809.12 0 云煤能源 

2 收购瓦鲁煤矿 100%股权 8,977.91 8,977.91 8,977.90 0 云煤能源 

3 收购金山煤矿 100%股权 2,744.69 2,744.69 2,744.69 0 云煤能源 

4 收购大舍煤矿 100%股权 9,528.50 9,528.50 9,528.50 0 云煤能源 

5 

五一

煤矿

技改

项目 

五一煤矿 15 扩

30 万吨/年扩建

工程项目 

16,300.10 4,840.20 4,840.20 0 
五一煤矿 

五一煤矿资源 24,732.95 5,959.80 0 5,9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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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技改项目 

6 
瓦鲁煤矿 15扩 21 万吨/

年扩建工程项目 
20,339.66 13,500.00 4,485.35 9,014.65 瓦鲁煤矿 

7 
金山煤矿 6扩 15 万吨/

年扩建工程项目 
8,623.88 5,700.00 137.83 5,562.17 金山煤矿 

8 

上述项目之外的剩余部

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

资金 

15,846.81 15,846.81 15,846.82 0 云煤能源 

 合计 126,903.62 86,907.03 66,370.41 20,536.62  

注：鉴于2020年云南省煤炭行业政策调整，五一煤矿原技改项目“五一煤矿

15扩30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不能满足煤矿整治要求，为保证五一煤矿持续经

营，提高公司整体营运能力，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1年第二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实施新项目“师宗县五一煤矿资源整合技改

项目”，并同意将原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5,975.62万元（含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

后的净额15.82万元）全部用于新技改项目的建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分别为：2021-008、009、012）。 

（二）闲置募集资金历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2013年11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5个月；2013年12月，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4个月。2014年4月，公司已按期将3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2014年4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4月末，公司已

按期将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2014年5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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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54.05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5年4月，公

司已按期将22,054.05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3）2015年4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1,4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已分别于2015

年9月、2016年3月将21,4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

户。 

（4）2016年3月，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

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7

年2月，公司已按期将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

户。 

（5）2017年2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9,3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8年2月，公

司已按期将19,3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6）2018年2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1月，

公司已按期将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7）2019年1月，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9,400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

年12月，公司已按期将19,4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

户。 

2019年12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9,6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20年11月，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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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将19,6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8）2020年11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1年3月，因五一煤矿变更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将前述20,000万元

中五一煤矿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500万元提前归还五一煤矿募集资金

专户。鉴于五一煤矿新募投项目处于开工建设前期准备阶段，其募集资金处于闲

置状态，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21年3月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

司继续使用五一煤矿部分闲置募集资金5,5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1年11月，公司已按期将11月到期的14,500万元（其中：金山煤矿5,500

万元、瓦鲁煤矿9,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共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专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含专户扣

除手续费后滚存

的银行利息） 

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金额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市昆钢支行 
137231327125 169,571.41 0 

五一煤矿募集资金专户 华夏银行昆明高新支行 10755000000446679 4,770,702.02 55,000,000.00 

瓦鲁煤矿募集资金专户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471080100100319263 90,287,835.04 0 

金山煤矿募集资金专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安宁支行 
78120154500000390 55,675,819.54 0 

 合计  150,903,928.01 55,000,000.00 

注 1：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等于各煤矿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与各专户扣除手续费后滚存的银行利息之和； 

注 2：截止目前，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5,500

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分别是：金山煤矿的“金山煤矿 6扩 15万吨/年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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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瓦鲁煤矿的“瓦鲁煤矿 15 扩 21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简

称“两个项目”）。 

（一）两个项目立项背景及决策程序 

2011年11月，公司成功借壳上市，基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推进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提高煤炭生产集约化程度；基于控股股东履行2011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向公

司注入四个煤矿的承诺，支持公司做大做强；考虑到掌握煤炭资源是煤化工企业

特别是独立焦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并预期炼焦煤价格一段时期仍将维

持在较高的水平，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并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收购四个煤矿100%股权及用于五一煤矿、瓦鲁煤矿、金山煤矿的改扩建项

目（含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公司预期项目的实施能完善煤化

工产业链和提高煤炭的自给率，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为全体股东带

来持续、良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14日、2013年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临时）会议、公司2013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3-002、015），

会议同意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

购四个煤矿100%股权及用于五一煤矿、瓦鲁煤矿、金山煤矿的改扩建项目（含井

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建设完善）。 

（二）两个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截止目前，两个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实际使用

金额 
未使用金额 

项目投资进

度（%） 

金山煤矿 6扩 15 万吨/年扩

建工程项目 
5,700.00 137.83 5,562.17 2.42 

瓦鲁煤矿 15扩 21万吨/年扩

建工程项目 
13,500.00 4,485.35 9,014.65 33.22 

合计 19,200.00 4,623.18 14,576.82  

2.两个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 

金山煤矿、瓦鲁煤矿的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各自改扩建项目（含井下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建设完善），此外，公司将剩余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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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 

2020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使用金山煤矿闲置募集资金5,500万元、

瓦鲁煤矿闲置募集资金9,000万元分别用于暂时补充各自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2020-058”）。 

2021年11月9日，公司已按照规定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4,500万

元分别提前归还至相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

“2021-056”）。截止目前，两个煤矿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分别是金山煤矿5,567.58

万元、瓦鲁煤矿9,028.78万元。 

（三）本次拟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原因 

金山煤矿原定募集资金改扩建项目是“6扩15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瓦鲁

煤矿原定募集资金改扩建项目是“15扩21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 

2014年4月，曲靖市富源县后所镇红土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云南省曲

靖市全市行政区域内煤矿全部进行停产整顿，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煤

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4〕18号）及云南

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文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有关工

作的通知》（云煤技改〔2014〕18号）等系列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公司所属四个

煤矿被纳入为整合重组煤矿企业，并对四个煤矿技改项目进行重新规划。重新规

划后金山煤矿改扩建项目的产能由“6改15万吨”变成“6改21万吨”，瓦鲁煤矿

改扩建项目的产能由“15改21万吨”变成“15改45万吨”。上述文件同时明确核

定生产能力为9万吨/年及以上煤矿属于复产复建范围，瓦鲁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

15万吨/年，达到复产复建产能标准并于2014年11月取得师宗县政府复产批复文

件后恢复生产，而金山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6万吨/年，达不到复产复建产能标准，

金山煤矿须在完成21万吨/年技改建设初步设计并取得开工备案手续后方可恢复

建设，金山煤矿自2014年4月起停产停建。 

1.金山煤矿：2016年，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

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4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50号）及曲靖市化解煤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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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产能相关安排和要求，公司审慎考虑金山煤矿的实际经营情况，并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同意金山煤

矿关闭退出事项，金山煤矿改扩建项目“6扩15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停产停

建。 

2021年，为整合公司现有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司管

理效率，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

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暨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1年第九次会议审

议并同意公司清算并注销金山煤矿事项，金山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销，其

改扩建项目“6扩15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终止实施。 

2.瓦鲁煤矿: 2020年，云南省实施了新一轮煤矿整合关闭工作，根据云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整治煤炭行业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通知》（云政发【2020】9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曲靖市煤矿整治“两个清单”》的公示及师宗县人民政

府《关于师宗县煤矿整治“两个清单”》的公示内容，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五一

煤矿、大舍煤矿、瓦鲁煤矿需按照“先整合重组、后改造升级”的原则进行整合

改造。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同意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对五一煤矿、大

舍煤矿、瓦鲁煤矿进行整合，其中，瓦鲁煤矿为被合并方，待合并事项办理完毕，

瓦鲁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销，瓦鲁煤矿改扩建项目“15扩21万吨/年扩建

工程项目”终止实施。 

综上所述，2014年-2020年，因国家煤炭产业政策不断调整、行业标准要求

不断提高，且政策调整间隔时间短、变化快，再加上国家、省市层面的安全检查，

区域内的煤矿生产安排布置，以及周边煤矿事故带来区域内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导致煤矿停工停产和复工复产，技改和生产不稳定。公司按照煤矿产业政策

要求并结合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实际经营情况出发，审慎决定金山煤矿退出并注

销、瓦鲁煤矿被整合并注销，鉴于两个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将不存在，其改扩建

项目终止实施，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将终止的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净额合计14,596.37万元（因议案审议至结转存在时间差，实际金额以结

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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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在本次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以结转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最近12个月未进行风险投资，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担保

的情况；公司承诺在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12个月内，不

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四、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

的影响 

从云南省煤炭行业政策调整出发，结合公司煤矿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公司未

来发展布局，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有

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拟用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也将采取相关保障措施，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合理使

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所属全资子公司金山煤矿“金山煤矿 6扩 15万吨/年扩建工程

项目”、瓦鲁煤矿“瓦鲁煤矿 15 扩 21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系国家煤炭产

业政策不断调整、行业标准要求不断提高，且政策调整间隔时间短、变化快，再

加上国家、省市层面的安全检查，区域内的煤矿生产安排布置，以及周边煤矿事

故带来区域内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导致煤矿停工停产和复工复产，技改和生

产不稳定。公司按照煤矿产业政策要求并结合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实际经营情况

出发，审慎决定金山煤矿退出并注销、瓦鲁煤矿被整合并注销，鉴于两个煤矿的

法人主体资格将不存在，其改扩建项目终止实施。公司将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募

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合计 14,596.37 万元（因议案审议至结转存在时

间差，实际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用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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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和财务成本，提

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将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终止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同时，要求公司管理层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过程进行严格管控，杜绝一切有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所属全资子公司金山煤矿“金山煤矿 6扩 15万吨/年扩建工程

项目”、瓦鲁煤矿“瓦鲁煤矿 15 扩 21 万吨/年扩建工程项目”，系国家煤炭产

业政策不断调整、行业标准要求不断提高，且政策调整间隔时间短、变化快，再

加上国家、省市层面的安全检查，区域内的煤矿生产安排布置，以及周边煤矿事

故带来区域内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导致煤矿停工停产和复工复产，技改和生

产不稳定。公司按照煤矿产业政策要求并结合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实际经营情况

出发，审慎终止实施改扩建项目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额合计

14,596.37万元（因议案审议至结转存在时间差，实际金额以结转时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有

利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和财务成本，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

置，有效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终止金山煤矿、瓦鲁煤矿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云煤能源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经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事项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华福证券同意公

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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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