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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二、会议召集人：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地点：宿州市西昌路 157 号公司 8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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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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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会议审议表决事项： 

1. 关于收购安徽省恒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股东提问与解答  

七、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八、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九、宣读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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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安徽省恒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确保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实现公司及所属矿井生产经营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与用地权属主体的一致性、完整性，减少与

关联方之间的租用土地及办公场所等关联交易，同时拓展矿山土地修复及

环境治理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皖北煤电集团”）所持有的安徽省恒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生态公司”）100%股权。现将本次拟收购相关情

况汇报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 157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30 亿元 

法定代表人：杨林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41300152388171M 

成立日期：1994 年 01 月 21日 

营业期限： 至 2100 年 0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煤、煤化工的开发、投资与管理，物贸物流，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通迅器材、

日用百货的购销，铁路和公路运输，建筑（四级），装饰（三级），设备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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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本系统内的土地复垦、道路、堤坎修复，基础土方工程，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广告设计、

制作、发布。以下分支机构经营：烟、酒零售，饮食娱乐服务、打字、复

印、住宿、物业管理，矿用设备配件制造与维修，汽车修理，汽车配件销

售，石膏、高岭土的开采、加工、销售，非金属矿产技术开发、加工、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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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安徽省国资委 300000 万元 100% 资产和货币 

（二）历史沿革 

皖北煤电集团系安徽省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特大型煤炭

生产企业，安徽省属重点企业集团之一，安徽省重要骨干工业企业之一。

其前身为成立于 1984 年 5 月的安徽皖北煤炭工业公司，1986 年 1 月更名

为皖北矿务局，1998 年 9 月, 经安徽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皖

现企组〔1997〕19 号及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1998〕75 号文件批准，

由皖北矿务局改制为安徽省皖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 5 月更名为安

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皖北煤电集团总资产 458.45 亿元，净利润

17.81 亿元。 

皖北煤电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659,538,889 股股

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数的 54.9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皖北煤电集团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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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省恒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  杰 

注册资本：1200 万元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83 号合肥恒悦国际外商俱乐部

酒店有限公司办公楼 201 室 

经营范围：矿区采煤塌陷地复垦及环境建设；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及恢

复；塌陷河流堤坝修复；矿区环境勘察规划与设计；矿区公路及桥涵修复；

矿区铁路回填；矿区矸石山治理；矿区土地整理；深部找矿、尾矿治理；

电厂粉煤灰综合利用；矿区生态建设投资；非金属矿山开采及开采物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物流服务（除快递）；新材料技术开发、销售；环保治理

技术开发及工程建设；节能技术开发及工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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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0 万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皖北煤电集

团持有 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财务状况 

近年资产及财务状况：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2年 10月 31日 

总资产 3,827.85 131,283.73 

负债 1,021.25 765.22 

净资产 2806.61 130,5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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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年度 2022年 10 月 

营业收入 825.69 573.40 

营业成本 587.72 812.60 

利润总额 238.11 -239.17 

净利润 220.60 -239.17 

上述数据均经审计，2021 年度数据经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 [2022]京会兴昌华审字第 010088 号审计报告。2022 年 10 月数据业经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众会专审字（2022）第 08645 号审计报告。 

（三）权属情况说明 

生态公司股权结构、权属状况清晰。截止目前，生态公司不存在股权

质押、资产抵押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公司同意控股股东皖北煤电集团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中水

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截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

安徽省恒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涉及的安徽省恒大生

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

远评报字[2022]第 020701 号）。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2.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3.评估结论：经评估，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安徽省恒

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4,371.85 万

元人民币，金额大写为壹拾叁亿肆仟叁佰柒拾壹万捌仟伍佰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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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增值情况说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账面

价值 131,283.73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价值为 765.22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

价值为 130,518.51 万元。评估增值 3,853.34 万元，增值率 2.95%。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价款与定价依据 

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 020701号评估报告载明的生态公司截至基准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基础，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生态公司 100%股权，

总价款为 134,371.85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已按照安徽省国资监管相关规定经皖北煤电集团董事

会审议批准，在皖北煤电集团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公司与皖北煤电集团双方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134,371.85 万元。 

（二）支付方式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安排 

资产评估基准日至收购完成日之间，生态公司因建设及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的资产损益由皖北煤电集团按拥有的股权享有或承担。 

经审计后，资产评估基准日至收购完成日之间，如因生产经营活动导

致收购完成日的资产损益高于评估基准日资产损益，则公司将超出部分以

现金方式按皖北煤电集团拥有的股权补偿给皖北煤电集团；如因生产经营

活动导致收购完成日的资产损益低于评估基准日资产损益，则皖北煤电集

团以现金按拥有的股权补足对应的差额。 

（三）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双方正式签署《关于收购安徽省恒大生态环

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合同》成立，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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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 公司所属矿井及辅助生产单位现所用土地权属全部为生态公司所

有，本次收购前公司通过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本次收购生态公司股权后，

将有效减少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租用土地及办公场所等日常关联交

易发生额，减少土地租赁费支出，有利于公司利润增长。 

2.本次收购生态公司股权标的资产主要为公司及所属矿井生产经营工

业广场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办公场所等资产所用土地，评估价值

123,217.94 万元，以及矿山沉陷区土地环境治理资产，评估价值 11,153.91

万元。收购后将充分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规避土地资产无法

续租的风险。 

3. 本次收购生态公司股权后，有利于实现公司及所属矿井生产经营房

屋、建筑物、构筑物、办公场所等资产与用地权属主体的一致性、完整性。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和森

林、林木等定着物应当与其所依附的土地、海域一并登记，保持权利主体

一致”的规定，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及所属矿井地上房屋、建筑物、构

筑物等权属与土地权属一致，便于办理地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资产

权属登记证明，有利于公司相关资产权属的完整一致、合法合规。 

4.本次收购生态公司股权后，除保障公司所属矿井土地资产与房屋建

筑物等的一致性、完整性外，还有利于公司适应国家关于采煤沉陷区治理

修复和整合利用的相关政策要求，利用生态公司现有矿山沉陷区土地环境

治理资产，开展公司矿区采煤沉陷地复垦、土地整理、矿区地质环境治理

及恢复等业务，减少公司相关业务外委和费用支出，拓展公司以外的其他

矿区沉陷地复垦、整治业务，增加公司收入。 

（二）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影响 

1.公司收购生态公司股权后，可确保公司土地资产权属的一致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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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充分保障公司矿井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利用标的公司拓展矿山土地

修复及环境治理业务，适应相关政策要求，大力推进公司采煤塌陷区土地

治理修复和整合利用。 

2.公司自有资金较充裕，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后，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收购完成后不会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影响，净资产不会

发生改变。报表结构来看，收购完成后，合并范围内流动资产将增加

11,899.85 万元，固定资产增加 7,672.49 万元，无形资产增加 115,564.73 万

元，流动负债增加 765.22 万元，货币资金减少 134,371.85 万元。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

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