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１５０００ 万股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3]84 号文核准，山西
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已于今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招股说明书摘要》
，并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发行 15000 万股 A 股股票。本次发行采
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新股发行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司推介的通知》，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定于 2003 年 8 月 5 日下午 14：00— 18：00，在全景网（网
址为 www.p5w.net）进行公司推介活动。
届时参加人员有：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主承销商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
等。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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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
预计发行量： １５，０００ 万股
＿＿＿＿＿＿＿＿＿＿＿＿＿＿＿＿＿＿＿＿＿＿＿＿＿＿＿＿＿＿＿＿＿＿＿＿＿＿＿＿＿＿＿＿＿＿＿＿＿＿＿＿＿＿＿＿＿＿＿＿＿＿＿＿＿＿＿＿
（单位：人民币元）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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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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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计

发行价

发行费用

募集资金

８．２０

０．３１

７．８９

１，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２０，０００

１，１８３，２８０，０００

发行方式：
发 行 期：
拟上市地：
主承销商：

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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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
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
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３］８４ 号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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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风险提示】
１、煤炭开采属井下作业，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瓦斯、水、火、顶板、煤尘
等安全风险，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２、公司拟用部分本次募股资金收购控股股东阳煤集团所属洗选煤分公司和发
供电分公司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收购实施后，公司每年将向阳煤集团采购约 ６２１
万吨、金额约为 ４５０２２．５ 万元的原煤进行洗选加工，预计占公司年度原煤入洗总
量的 ５０％；此外，公司每年还将向阳煤集团提供约 ８８００ 万度、金额约为 ２５５２ 万元
的用电。上述事项将导致公司面临重大关联交易的风险。
３、公司目前使用的部分综采综掘设备系向阳煤集团租赁。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
和 ２００２ 年该等租赁设备的原值分别占公司生产经营用设备原值的 ５２．０８％、３７．６２％
和 ２８．１１％，公司相应支付租金 ７５１１ 万元、６１３５ 万元和 ３８９８ 万元，分别占当年主
营业务成本的 １６．９６％、１１．３４％和 ９．１６％。
４、阳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仍持有公司 ６７．５３％的股份，存在着
大股东控制风险。
５、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 １９９９ 年利润总额－４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４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０ 年利润总额 １５８ 万元，净利润－５５７３ 万元；２００１ 年利润总额 １９０５ 万元，净利
润－５４５９ 万元；２００２ 年利润总额 １１０５８．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２４．７４ 万元。中兴财会
计师事务所对阳煤集团 １９９９ 年度及 ２００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带说明段的无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２００１ 年度和 ２００２ 年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经审计，阳
煤集团 ２００１ 年底和 ２００２ 年底的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９０．１８％和 ４６．７９％。
公司控股股东存在着一定的财务风险。
６、阳煤集团获准实施规模为 ３４．０７ 亿元的债转股。
【特别提示】
１、经山西省财政厅同意并备案，自 １９９９ 年起，公司停止按吨煤 ６ 元的标准
提取维简费，改为按实际发生的维简支出直接列入生产成本。根据经审计的申报
报表，此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净利润减少 １３７．３５ 万元，２００１ 年度净
利润减少 ４５．５６ 万元，因 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实际发生的维简支出与按标
准应计提的维简费基本相当，故净利润未受影响。
２、公司设立时，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共计 １３５２９ 万元长期借款重组
１－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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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公司。根据双方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公司免于支付上述借款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合计 ７１６ 万元，相应减少的 ２０００ 年
度和 ２００１ 年度利息支出分别为 ５３７ 万和 １７９ 万元。
３、公司设立时，作价投入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因井巷建筑物造价增高等原因，
评估增值 １７００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２．７８％。

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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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释

录

义．．．．．．．．．．．．．．．．．．．．．．．．．．．．．．．．．．．．．．．．．．．．．．．．．．．．．．． １－１－０－１１

第一节

概 览 ．．．．．．．．．．．．．．．．．．．．．．．．．．．．．．．．．．．．．．．．．．．．．．．． １－１－０－１３

一、发行人简介 ．．．．．．．．．．．．．．．．．．．．．．．．．．．．．．．．．．．．．．．．．．．．．． １－１－０－１３
（一）公司基本情况 ．．．．．．．．．．．．．．．．．．．．．．．．．．．．．．．．．．．．．．．． １－１－０－１３
（二）公司设立情况 ．．．．．．．．．．．．．．．．．．．．．．．．．．．．．．．．．．．．．．．． １－１－０－１３
（三）公司主营业务 ．．．．．．．．．．．．．．．．．．．．．．．．．．．．．．．．．．．．．．．． １－１－０－１３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 １－１－０－１４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 １－１－０－１４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 １－１－０－１４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 １－１－０－１４
三、本次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１－１－０－１５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１－０－１６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１－１－０－１６
二、发行费用概算 ．．．．．．．．．．．．．．．．．．．．．．．．．．．．．．．．．．．．．．．．．．．． １－１－０－１７
三、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 １－１－０－１７
四、本次新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 １－１－０－１７
五、预计发行、上市时间表 ．．．．．．．．．．．．．．．．．．．．．．．．．．．．．．．．．．．． １－１－０－２２
第三节

风险因素与对策．．．．．．．．．．．．．．．．．．．．．．．．．．．．．．．．．．．．．．．． １－１－０－２３

一、与控股股东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３
（一）募股资金运用导致的与控股股东产生重大关联交易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３
（二）与控股股东在让售材料、设备租赁、采矿权转让、综合服务等方面存在
关联交易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４
二、财务风险 ．．．．．．．．．．．．．．．．．．．．．．．．．．．．．．．．．．．．．．．．．．．．．．．． １－１－０－２４
（一）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４
（二）资产流动性风险 ．．．．．．．．．．．．．．．．．．．．．．．．．．．．．．．．．．．．．． １－１－０－２５
（三）偿债能力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５
（四）再融资风险 ．．．．．．．．．．．．．．．．．．．．．．．．．．．．．．．．．．．．．．．．．． １－１－０－２５
（五）财务内部控制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６
三、募股资金运用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６
（一）收购洗选煤和发供电分公司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６
（二）新建活性炭项目 ．．．．．．．．．．．．．．．．．．．．．．．．．．．．．．．．．．．．．． １－１－０－２６
（三）新建甲醇项目 ．．．．．．．．．．．．．．．．．．．．．．．．．．．．．．．．．．．．．．．． １－１－０－２７
四、安全风险 ．．．．．．．．．．．．．．．．．．．．．．．．．．．．．．．．．．．．．．．．．．．．．．．． １－１－０－２７
１－１－０－４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五、环保风险 ．．．．．．．．．．．．．．．．．．．．．．．．．．．．．．．．．．．．．．．．．．．．．．．． １－１－０－２８
六、业务经营风险 ．．．．．．．．．．．．．．．．．．．．．．．．．．．．．．．．．．．．．．．．．．．． １－１－０－２９
（一）铁路运输能力的制约 ．．．．．．．．．．．．．．．．．．．．．．．．．．．．．．．．．． １－１－０－２９
（二）对煤炭资源依赖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９
七、市场风险 ．．．．．．．．．．．．．．．．．．．．．．．．．．．．．．．．．．．．．．．．．．．．．．．． １－１－０－２９
（一）市场竞争的风险 ．．．．．．．．．．．．．．．．．．．．．．．．．．．．．．．．．．．．．． １－１－０－２９
（二）煤炭市场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 １－１－０－３０
（三）煤炭产业集中度低的风险 ．．．．．．．．．．．．．．．．．．．．．．．．．．．．．． １－１－０－３０
（四）依赖下游行业的风险 ．．．．．．．．．．．．．．．．．．．．．．．．．．．．．．．．．． １－１－０－３０
（五）替代产品价格、供求关系的变动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 １－１－０－３１
八、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 １－１－０－３２
九、加入 ＷＴＯ 的风险 ．．．．．．．．．．．．．．．．．．．．．．．．．．．．．．．．．．．．．．．．．． １－１－０－３２
十、政策性风险 ．．．．．．．．．．．．．．．．．．．．．．．．．．．．．．．．．．．．．．．．．．．．．． １－１－０－３３
（一）产业政策风险 ．．．．．．．．．．．．．．．．．．．．．．．．．．．．．．．．．．．．．．．． １－１－０－３３
（二）税收政策风险 ．．．．．．．．．．．．．．．．．．．．．．．．．．．．．．．．．．．．．．．． １－１－０－３３
十一、股市风险 ．．．．．．．．．．．．．．．．．．．．．．．．．．．．．．．．．．．．．．．．．．．．．． １－１－０－３４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１－０－３５
一、发行人简况 ．．．．．．．．．．．．．．．．．．．．．．．．．．．．．．．．．．．．．．．．．．．．．． １－１－０－３５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１－１－０－３５
三、发行人的历次验资、资产评估、审计情况 ．．．．．．．．．．．．．．．．．．．． １－１－０－３５
（一）验资情况 ．．．．．．．．．．．．．．．．．．．．．．．．．．．．．．．．．．．．．．．．．．．． １－１－０－３５
（二）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 ．．．．．．．．．．．．．．．．．．．．．．．．．．．．．．．．．． １－１－０－３６
（三）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 ．．．．．．．．．．．．．．．．．．．．．．．．．．．．．．．．．． １－１－０－３６
（四）采矿权评估情况 ．．．．．．．．．．．．．．．．．．．．．．．．．．．．．．．．．．．．．． １－１－０－３６
（五）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情况 ．．．．．．．．．．．．．．．．．．．．．．．．．．．．．．．． １－１－０－３６
（六）审计情况 ．．．．．．．．．．．．．．．．．．．．．．．．．．．．．．．．．．．．．．．．．．．． １－１－０－３７
四、与公司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无形资产权属情况 ．．．．．．．．．．．．．． １－１－０－３８
（一）土地使用权 ．．．．．．．．．．．．．．．．．．．．．．．．．．．．．．．．．．．．．．．．．． １－１－０－３８
（二）采矿权 ．．．．．．．．．．．．．．．．．．．．．．．．．．．．．．．．．．．．．．．．．．．．．． １－１－０－３８
（三）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资格证 ．．．．．．．．．．．．．．．．．．．．．． １－１－０－３８
（四）商标 ．．．．．．．．．．．．．．．．．．．．．．．．．．．．．．．．．．．．．．．．．．．．．．．． １－１－０－３９
五、发行人员工及其社会保障情况 ．．．．．．．．．．．．．．．．．．．．．．．．．．．．．． １－１－０－３９
（一）公司员工概况 ．．．．．．．．．．．．．．．．．．．．．．．．．．．．．．．．．．．．．．．． １－１－０－３９
（二）职工构成的详细情况 ．．．．．．．．．．．．．．．．．．．．．．．．．．．．．．．．．． １－１－０－３９
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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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 １－１－０－３９
六、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 ．．．．．．．．．．．．．．．．．．．．．．．．．．．．．．．．．．．．．． １－１－０－４０
（一）业务独立 ．．．．．．．．．．．．．．．．．．．．．．．．．．．．．．．．．．．．．．．．．．．． １－１－０－４０
（二）资产独立 ．．．．．．．．．．．．．．．．．．．．．．．．．．．．．．．．．．．．．．．．．．．． １－１－０－４０
（三）人员独立 ．．．．．．．．．．．．．．．．．．．．．．．．．．．．．．．．．．．．．．．．．．．． １－１－０－４０
（四）机构独立 ．．．．．．．．．．．．．．．．．．．．．．．．．．．．．．．．．．．．．．．．．．．． １－１－０－４１
（五）财务独立 ．．．．．．．．．．．．．．．．．．．．．．．．．．．．．．．．．．．．．．．．．．．． １－１－０－４１
七、公司托管经营阳煤集团部分资产的情况 ．．．．．．．．．．．．．．．．．．．．．． １－１－０－４１
（一）委托经营合同 ．．．．．．．．．．．．．．．．．．．．．．．．．．．．．．．．．．．．．．．． １－１－０－４１
（二）托管资产范围及基本情况 ．．．．．．．．．．．．．．．．．．．．．．．．．．．．．． １－１－０－４１
（三）委托经营事项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 ．．．．．．．．．．．．．．．．．．．．．． １－１－０－４２
（四）《委托经营合同》的执行情况 ．．．．．．．．．．．．．．．．．．．．．．．．．．． １－１－０－４２
（五）托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 １－１－０－４３
八、发行人股本情况 ．．．．．．．．．．．．．．．．．．．．．．．．．．．．．．．．．．．．．．．．．． １－１－０－４３
（一）公司设立时股本情况 ．．．．．．．．．．．．．．．．．．．．．．．．．．．．．．．．．． １－１－０－４３
（二）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 １－１－０－４４
九、发起人情况 ．．．．．．．．．．．．．．．．．．．．．．．．．．．．．．．．．．．．．．．．．．．．．． １－１－０－４４
（一）发起人情况简介 ．．．．．．．．．．．．．．．．．．．．．．．．．．．．．．．．．．．．．． １－１－０－４４
（二）发起人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 ．．．．．．．．．．．．．．．．．．．．．．．．．．．． １－１－０－５２
（三）发起人股东对所持股份所做的承诺 ．．．．．．．．．．．．．．．．．．．．．． １－１－０－５２
（四）发起人涉诉情况 ．．．．．．．．．．．．．．．．．．．．．．．．．．．．．．．．．．．．．． １－１－０－５２
（五）其他情况 ．．．．．．．．．．．．．．．．．．．．．．．．．．．．．．．．．．．．．．．．．．．． １－１－０－５２
十、发行人的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及运行情况 ．．．．．．．．．．．．．．．．．．．．．． １－１－０－５３
（一）股权结构及内部组织结构图 ．．．．．．．．．．．．．．．．．．．．．．．．．．．． １－１－０－５３
（二）各生产单位和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实际运行情况： ．．．．．． １－１－０－５３
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 １－１－０－５６
一、行业基本情况 ．．．．．．．．．．．．．．．．．．．．．．．．．．．．．．．．．．．．．．．．．．．． １－１－０－５６
（一）行业概况 ．．．．．．．．．．．．．．．．．．．．．．．．．．．．．．．．．．．．．．．．．．．． １－１－０－５６
（二）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 １－１－０－５７
（三）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 １－１－０－５８
二、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 １－１－０－５９
（一）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主营业务 ．．．．．．．．．．．．．．．．．．．．．．．．．．．． １－１－０－５９
（二）公司的主要产品情况 ．．．．．．．．．．．．．．．．．．．．．．．．．．．．．．．．．． １－１－０－６０
（三）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特许经营权情况
１－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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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０－６７
三、发行人的技术情况 ．．．．．．．．．．．．．．．．．．．．．．．．．．．．．．．．．．．．．．．． １－１－０－６８
（一）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技术 ．．．．．．．．．．．．．．．．．．．．．．．．．． １－１－０－６８
（二）研发情况 ．．．．．．．．．．．．．．．．．．．．．．．．．．．．．．．．．．．．．．．．．．．． １－１－０－６９
四、企业文化建设 ．．．．．．．．．．．．．．．．．．．．．．．．．．．．．．．．．．．．．．．．．．．． １－１－０－６９
第六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１－１－０－７０
一、同业竞争 ．．．．．．．．．．．．．．．．．．．．．．．．．．．．．．．．．．．．．．．．．．．．．．．． １－１－０－７０
（一）同业竞争形成的原因及对策 ．．．．．．．．．．．．．．．．．．．．．．．．．．．． １－１－０－７０
（二）发行人律师和主承销商就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及避免同业竞
争有关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的意见 ．．．．．．．．．．．．．．．．．．．．．．．．．．．．．． １－１－０－７１
二、关联交易 ．．．．．．．．．．．．．．．．．．．．．．．．．．．．．．．．．．．．．．．．．．．．．．．． １－１－０－７２
（一）关联方的界定及其基本情况 ．．．．．．．．．．．．．．．．．．．．．．．．．．．． １－１－０－７２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１－１－０－７２
（三）公司自设立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 １－１－０－７３
（四）关联交易协议 ．．．．．．．．．．．．．．．．．．．．．．．．．．．．．．．．．．．．．．．． １－１－０－７８
（五）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公司独立董事对其发表的意见 １－１－０－７９
（六）募股资金运用产生的关联交易 ．．．．．．．．．．．．．．．．．．．．．．．．．． １－１－０－８０
（七）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所采取的措施 ．．．．．．．．．．．．．．．．．．．．．． １－１－０－８２
（八）有关中介机构对发行人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所发表的意见 ．．．． １－１－０－８３
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１－１－０－８５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简介 ．．．．．．．．．．．．．．．．．． １－１－０－８５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 ．．．．．．．．．．．．．．．．．．．．．．．．．．．．．．．．．．．．．． １－１－０－８５
（二）公司监事会成员 ．．．．．．．．．．．．．．．．．．．．．．．．．．．．．．．．．．．．．． １－１－０－８７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１－１－０－８８
（四）核心技术人员 ．．．．．．．．．．．．．．．．．．．．．．．．．．．．．．．．．．．．．．．． １－１－０－８９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单位任职情况 ．．．．．．．．．． １－１－０－８９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 １－１－０－８９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 １－１－０－９０
第八节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１－１－０－９１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 １－１－０－９１
二、关于董事会 ．．．．．．．．．．．．．．．．．．．．．．．．．．．．．．．．．．．．．．．．．．．．．． １－１－０－９１
三、关于监事会 ．．．．．．．．．．．．．．．．．．．．．．．．．．．．．．．．．．．．．．．．．．．．．． １－１－０－９３
四、关于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及实际运作情况 ．．．．．．．．．．．．．．．．．．．． １－１－０－９４
（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 １－１－０－９４
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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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的提名、职务任免和任期 ．．．．．．．．．．．．．．．．．．．．．． １－１－０－９４
（三）独立董事的义务和权利 ．．．．．．．．．．．．．．．．．．．．．．．．．．．．．．．． １－１－０－９４
（四）独立董事的实际运作情况 ．．．．．．．．．．．．．．．．．．．．．．．．．．．．．． １－１－０－９５
五、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 １－１－０－９６
六、重大生产经营、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 ．．．．．．．．．．．．．．．．．．．．．．．． １－１－０－９６
七、管理层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 １－１－０－９７
八、规范关联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制度安排 ．．．．．．．．．．．．．．．．．． １－１－０－９８
（一）《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规范关联交易的安排
．．．．．．．．．．．．．．．．．．．．．．．．．．．．．．．．．．．．．．．．．．．．．．．．．．．．．．．．．． １－１－０－９８
（二）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 １－１－０－９９
（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安排 ．．．．．．．．．．．．．．．．．．．．．．．．．．．．．． １－１－０－９９
九、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 １－１－０－１００
十、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主要人事变动情况 ．．．．．．．．．．．．．．．．．．．．．．． １－１－０－１０１
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 １－１－０－１０３
一、会计报表的编制基准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 １－１－０－１０３
（一）会计报表的编制基准 ．．．．．．．．．．．．．．．．．．．．．．．．．．．．．．．．． １－１－０－１０３
（二）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 １－１－０－１０３
二、简要会计报表 ．．．．．．．．．．．．．．．．．．．．．．．．．．．．．．．．．．．．．．．．．．． １－１－０－１０４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 １－１－０－１０４
（二）简要利润表 ．．．．．．．．．．．．．．．．．．．．．．．．．．．．．．．．．．．．．．．．． １－１－０－１０５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 ．．．．．．．．．．．．．．．．．．．．．．．．．．．．．．．．．．．．． １－１－０－１０６
三、公司报告期收入和利润的形成情况 ．．．．．．．．．．．．．．．．．．．．．．．．． １－１－０－１０７
（一）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变动趋势及原因 ．．．．．．．．．．．．． １－１－０－１０７
（二）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 ．．．．．．．．．．．．．．．．．．．．．．．．．．．．．．．．． １－１－０－１０８
（三）公司纳税情况 ．．．．．．．．．．．．．．．．．．．．．．．．．．．．．．．．．．．．．．． １－１－０－１０８
四、公司资产情况 ．．．．．．．．．．．．．．．．．．．．．．．．．．．．．．．．．．．．．．．．．．． １－１－０－１１１
（一）流动资产 ．．．．．．．．．．．．．．．．．．．．．．．．．．．．．．．．．．．．．．．．．．． １－１－０－１１１
（二）固定资产 ．．．．．．．．．．．．．．．．．．．．．．．．．．．．．．．．．．．．．．．．．．． １－１－０－１１４
（三）在建工程 ．．．．．．．．．．．．．．．．．．．．．．．．．．．．．．．．．．．．．．．．．．． １－１－０－１１６
（四）无形资产 ．．．．．．．．．．．．．．．．．．．．．．．．．．．．．．．．．．．．．．．．．．． １－１－０－１１６
（五）有形资产净值 ．．．．．．．．．．．．．．．．．．．．．．．．．．．．．．．．．．．．．．． １－１－０－１１７
（六）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 １－１－０－１１７
五、公司负债情况 ．．．．．．．．．．．．．．．．．．．．．．．．．．．．．．．．．．．．．．．．．．． １－１－０－１１８
（一）流动负债 ．．．．．．．．．．．．．．．．．．．．．．．．．．．．．．．．．．．．．．．．．．． １－１－０－１１９
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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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期负债 ．．．．．．．．．．．．．．．．．．．．．．．．．．．．．．．．．．．．．．．．．．． １－１－０－１２１
六、公司股东权益情况 ．．．．．．．．．．．．．．．．．．．．．．．．．．．．．．．．．．．．．．． １－１－０－１２２
（一）股本 ．．．．．．．．．．．．．．．．．．．．．．．．．．．．．．．．．．．．．．．．．．．．．．． １－１－０－１２２
（二）资本公积 ．．．．．．．．．．．．．．．．．．．．．．．．．．．．．．．．．．．．．．．．．．． １－１－０－１２２
（三）盈余公积 ．．．．．．．．．．．．．．．．．．．．．．．．．．．．．．．．．．．．．．．．．．． １－１－０－１２２
（四）未分配利润 ．．．．．．．．．．．．．．．．．．．．．．．．．．．．．．．．．．．．．．．．． １－１－０－１２２
七、公司现金流情况 ．．．．．．．．．．．．．．．．．．．．．．．．．．．．．．．．．．．．．．．．． １－１－０－１２２
八、其他重要事项 ．．．．．．．．．．．．．．．．．．．．．．．．．．．．．．．．．．．．．．．．．．． １－１－０－１２３
（一）公司报告期内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报表的差异说明 ．．．．．．． １－１－０－１２３
（二）公司维简费计提情况说明 ．．．．．．．．．．．．．．．．．．．．．．．．．．．．． １－１－０－１２３
（三）有关公司包干工资情况的说明… … … … … … … … … … … … … １－１－０－１２４
九、盈利预测 ．．．．．．．．．．．．．．．．．．．．．．．．．．．．．．．．．．．．．．．．．．．．．．． １－１－０－１２４
（一）特别提示 ．．．．．．．．．．．．．．．．．．．．．．．．．．．．．．．．．．．．．．．．．．． １－１－０－１２４
（二）盈利预测的编制基础 ．．．．．．．．．．．．．．．．．．．．．．．．．．．．．．．．． １－１－０－１２４
（三）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 ．．．．．．．．．．．．．．．．．．．．．．．．．．．．．．．．． １－１－０－１２５
（四）会计师的审核意见 ．．．．．．．．．．．．．．．．．．．．．．．．．．．．．．．．．．． １－１－０－１２５
（五）盈利预测报告摘要 ．．．．．．．．．．．．．．．．．．．．．．．．．．．．．．．．．．． １－１－０－１２５
十、公司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 ．．．．．．．．．．．．．．．．．．．．．．．．．．．．．．．．． １－１－０－１３１
（一）资产评估结果 ．．．．．．．．．．．．．．．．．．．．．．．．．．．．．．．．．．．．．．． １－１－０－１３１
（二）评估方法 ．．．．．．．．．．．．．．．．．．．．．．．．．．．．．．．．．．．．．．．．．．． １－１－０－１３２
（三）评估增值的原因 ．．．．．．．．．．．．．．．．．．．．．．．．．．．．．．．．．．．．． １－１－０－１３３
（四）关于阳煤集团一矿北四尺井评估情况说明 ．．．．．．．．．．．．．．． １－１－０－１３４
十一、公司设立时验资情况和验资报告 ．．．．．．．．．．．．．．．．．．．．．．．．． １－１－０－１３５
十二、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 ．．．．．．．．．．．．．．．．．．．．．．．．．．．．．．．．．．． １－１－０－１３５
（一）财务指标情况 ．．．．．．．．．．．．．．．．．．．．．．．．．．．．．．．．．．．．．．． １－１－０－１３５
（二）每股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 ．．．．．．．．．．．．．．．．．．．．． １－１－０－１３６
十三、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意见 ．．．．．．．．．．．．．．．．．．．．．．． １－１－０－１３７
（一）财务状况分析 ．．．．．．．．．．．．．．．．．．．．．．．．．．．．．．．．．．．．．．． １－１－０－１３７
（二）公司盈利前景 ．．．．．．．．．．．．．．．．．．．．．．．．．．．．．．．．．．．．．．． １－１－０－１３９
（三）公司主要财务优势 ．．．．．．．．．．．．．．．．．．．．．．．．．．．．．．．．．．． １－１－０－１４１
（四）公司可能面临的财务困难 ．．．．．．．．．．．．．．．．．．．．．．．．．．．．． １－１－０－１４１
第十节 业务发展目标．．．．．．．．．．．．．．．．．．．．．．．．．．．．．．．．．．．．．．．．．． １－１－０－１４２
一、业务发展计划所依据的假设条件 ．．．．．．．．．．．．．．．．．．．．．．．．．．． １－１－０－１４２
二、业务发展目标的经营理念 ．．．．．．．．．．．．．．．．．．．．．．．．．．．．．．．．． １－１－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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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务发展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２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 ．．．．．．．．．．．．．．．．．．．．．．．．．．．．．．．．．．．．． １－１－０－１４２
（二）产品开发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３
（三）人员扩充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４
（四）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４
（五）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５
（六）再融资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５
（七）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 ．．．．．．．．．．．．．．．．．．．．．．．．．．．．． １－１－０－１４５
（八）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 ．．．．．．．．．．．．．．．．．．．．．．． １－１－０－１４５
四、上述发展计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 １－１－０－１４５
五、上述发展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 ．．．．．．．．．．．．．．．．．．．．．．．．．．．．． １－１－０－１４６
六、募股资金用途对实现上述发展计划的作用 ．．．．．．．．．．．．．．．．．．． １－１－０－１４６
第十一节 募股资金运用．．．．．．．．．．．．．．．．．．．．．．．．．．．．．．．．．．．．．．．． １－１－０－１４７
一、募股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 １－１－０－１４８
二、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 １－１－０－１４８
（一）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项目 ．．．．．．．．．．．．．．．．．．．．．．． １－１－０－１４８
（二）收购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项目 ．．．．．．．．．．．．．．．．．．．．．．． １－１－０－１５８
（三）新建 ４ 万吨／年煤基活性炭项目 ．．．．．．．．．．．．．．．．．．．．．．．． １－１－０－１６６
（四）新建 ５ 万吨／年甲醇项目 ．．．．．．．．．．．．．．．．．．．．．．．．．．．．．． １－１－０－１７５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表 ．．．．．．．．．．．．．．．．．．．．．．．．．．．．．．．．． １－１－０－１８８
第十二节

发行定价及股利分配政策．．．．．．．．．．．．．．．．．．．．．．．．．．．．． １－１－０－１８８

一、发行价格的确定 ．．．．．．．．．．．．．．．．．．．．．．．．．．．．．．．．．．．．．．．．． １－１－０－１８８
二、股利分配的政策 ．．．．．．．．．．．．．．．．．．．．．．．．．．．．．．．．．．．．．．．．． １－１－０－１８９
三、公司设立以来历年发放股利情况 ．．．．．．．．．．．．．．．．．．．．．．．．．．． １－１－０－１９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后，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的计划 ．．．．．．．．．．． １－１－０－１９０
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１－１－０－１９１
一、信息披露制度及投资人服务计划 ．．．．．．．．．．．．．．．．．．．．．．．．．．． １－１－０－１９１
二、重要合同 ．．．．．．．．．．．．．．．．．．．．．．．．．．．．．．．．．．．．．．．．．．．．．．． １－１－０－１９６
三、重大诉讼事项 ．．．．．．．．．．．．．．．．．．．．．．．．．．．．．．．．．．．．．．．．．．． １－１－０－１９８
第十四节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１－１－０－１９９
第十五节 附录和备查文件．．．．．．．．．．．．．．．．．．．．．．．．．．．．．．．．．．．．．． １－１－０－２０７
一、附录 ．．．．．．．．．．．．．．．．．．．．．．．．．．．．．．．．．．．．．．．．．．．．．．．．．．． １－１－０－２０７
二、备查文件 ．．．．．．．．．．．．．．．．．．．．．．．．．．．．．．．．．．．．．．．．．．．．．．． １－１－０－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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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招股说明书中，除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股份公司、公司、本公司：指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集团公司、集团：指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起

人：指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实业
开发总公司、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庆大酒店有限
责任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证

监

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承 销 机 构 ：指以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的承销团
主 承 销 商 ：指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 达 公 司 ：指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股

票：指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每股面值 １ 元的人
民币普通股
元：指人民币元

综

采：指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综

掘：指综合机械化巷道掘进工艺

原

煤：指经过简单选矸后的煤炭产品

洗

中

块：粒度在 ２５ｍｍ－９０ｍｍ 之间的块煤

洗

小

块：粒度在 １３ｍｍ－２５ｍｍ 之间的块煤

末

煤：粒度小于 １３ｍｍ 的煤

中

煤：指洗煤过程中得到的灰分介于洗粉煤与矸石之间的煤炭加工
副产品

煤

矸

电

石：采掘过程中混入煤中的矸石
煤：指燃煤电厂发电使用的末煤，其灰分在 １８．０１％－２４．００％之
间，发热量在 ５７８０－６４００ 大卡之间

洗

粉

煤：指冶金行业高炉喷吹炼钢使用的煤炭产品，其粒度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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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ｍｍ，灰分在 ９．０１％－１４．００％之间，发热量在 ６６６０－７０３０
大卡之间
跳

汰：指跳汰选煤，是在垂直脉动为主的介质中实现分选的重力
选煤方法

重

介

质：指重介质选煤，是在密度大于水的介质中实现分选的重力
选煤方法

坑口综合利用电厂：是以煤矸石、中煤为蒸汽锅炉燃料的电厂
热

电 联 供：根据外部热负荷，调整电负荷，达到热电平衡，提高整个
机组运行效率

瓦

斯：即煤层气，是以沼气为主的易燃易爆的混合气体，主要成份
为甲烷，其分子式为 ＣＨ４

活

性

炭：指煤基活性炭，是以煤为原料，经过加工成型、炭化、活
化等工艺过程，制成的一种多孔性炭素物质

甲

醇：俗称木精，最简单的一种一元醇，无色、易挥发和易燃的液
体，分子式为 ＣＨ３ＯＨ

绝 对 涌 出 量 ：指单位时间内的瓦斯涌出量，单位为立方米/分钟
相 对 涌 出 量 ： 指每开采一吨煤的瓦斯涌出量，单位为立方米/吨
顶 板 破 碎 度 ： 指顶板岩层被裂隙分割的程度
核 定 能 力 ：指对矿井原设计生产能力重新进行核定后所确定的生产能力
可 布 置 量：指当时生产条件下按成本效益原则实际可产煤炭量
审核标准备忘录第三号：指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
录（２００１）第三号－改制前原企业近三年存在亏损情
况下拟发行公司前三年业绩的审核指引》
审核标准备忘录第六号：指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
录（２００１）第六号－关于发行人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
存在巨额债务或出现资不抵债情况时的审核标准》
报

告

期：指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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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览
对本招股说明书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投资
者应依据本招股说明书所载资料作出投资决定。本公司并未授权任何人士向
任何投资者提供与本招股说明书所载不同的资料。任何未经本公司及主承销
商授权刊载的资料或声明均不应成为投资者依赖的资料。本招股说明书的摘
要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

一、发行人简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ＳＨＡＮＸＩ ＧＵＯＹＡＮＧ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石盛奎
注册资本：３３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
成立时间：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二）公司设立情况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１９９９］１６３ 号文批
准，由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阳泉煤业（集团）实
业开发总公司（现更名为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和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发起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阳煤集团以其所属一、二矿和第二热电厂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出资，持
有 ３２４７５．９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８．１１％；其他四家发起人以现金方式出资，分
别持有 １５６．０２ 万股，各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７％。

（三）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电力生产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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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经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 目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及其他
总资产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股东权益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０３．０６．３０
６９８００．５１
８５３３８．３９
１０５５３．１８
１６５６９２．０８
７６１７０．０８
２６９０５．１２
６２６１６．８８
１６５６９２．０８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６１７６８．８７
７７２００．９５
１０７４５．０６
１４９７１４．８７
７０８４１．５７
１８６９３．１２
６０１８０．１８
１４９７１４．８７

２００１．１２．３１
６４２５０．６９
６４４０１．６９
１１１２８．８１
１３９７８１．１９
５２６６１．００
３０９０５．８５
５６２１４．３４
１３９７８１．１９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
６３８１２．４３
５４６８９．６０
——
１１８５０２．０３
４３７２５．３２
２０７６８．２９
５４００８．４３
１１８５０２．０３

（二）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

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２１８３．７６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９６９３８．６８

８１１５６．４１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８５７４．５９

５２３８８．９９

４１２９０．１９

３５９１８．４１

营业利润

１４１６４．１６

２４０３０．３７

１８６６２．５４

１５７４１．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３９４０．８５

２３４１８．６４

１８４６１．２１

１５７３６．６５

９０５６．７０

１７２０５．８４

１１３６８．７５

１０４７９．９１

净利润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７１８５２．８１
５６２６２．４７
１５５９０．３４
——
１１５６０．４６
－１１５６０．４６
１５７４６．０４
２４７０５．６５
－８９５９．６１
－４９２９．７３

１－１－０－１４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６７５１７．３０
１１８３０８．３０
４９２０９．００
７．４６
２３１６１．５８
－２３１５４．１１
１１６０．００
１７７９４．０８
－１６６３４．０８
９４２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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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８．２０ 元，
全面摊薄发行市盈率为 １５．７７ 倍，发行总市值 １２３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
计实际可募集资金 １１８３２８ 万元。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的发展规划，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以下四个项目，
资金不足部分将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１、投资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项目
２、投资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收购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项目
３、投资 ２４４００ 万元新建年产 ４ 万吨煤基活性炭项目
４、投资 ２５７３４ 万元新建年产 ５ 万吨甲醇项目

１－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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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股

票

种

类：

人民币普通股（Ａ 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公 开 发 行 数 量：

１５，０００ 万股

每 股 发 行 价 格：

人民币 ８．２０ 元

发 行

１２３，０００ 万元

发

行

总
市

市

值：

盈 率：

１５．７７ 倍
（以 ２００２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５２ 元计算）

发行当年盈利预测：

１６０７２．１０ 万元

预测加权平均每股税后利润：

０．４２ 元

预测全面摊薄每股税后利润：

０．３３ 元

预计加权平均市盈率 ：

１９．５２ 倍

预计全面摊薄市盈率

： ２４．８５ 倍

发 行 前 每 股 净 资 产 ：

１．８９ 元
（以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计算）

发 行 后 每 股 净 资 产 ：

３．７６ 元

（未考虑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发行日期间新增的净资产）
预测发行当年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１５．４０％
预测发行当年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８．５５％
２、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３、发行地区：全国所有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联网
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４、发行对象：于本招股说明书刊登当日收盘时持有沪市或深市的已上市流
通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市值达 １００００ 元及以上的投资者。
１－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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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承销方式：余额包销，由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二、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预计为 ４６７２ 万元，平均每股 ０．３１ 元。
１、承销费用：

３６９０ 万元

２、会计师费：

２３０ 万元

３、资产评估费：

１９０ 万元

４、土地评估费：

８０ 万元

５、采矿权评估费：

２０ 万元

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费 ２０ 万元
７、律师费：

７０ 万元

８、上网发行费：

３６９ 万元

９、审核费：

３ 万元

三、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实际可募集资金 １１８３２８ 万元。

四、本次新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发

行

人：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盛奎
注 册 地 址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
电

话：（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２８

传

真：（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１８

联

系

人：李国基

王平浩

主 承 销 商：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济谱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１７８８９９—８１０３０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联

系

人：卢 涛

王 姝
１－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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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承销商：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顺新
地

址：上海市复兴东路６７３号

电

话：０２１－６３３４１６６８

传

真：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１００

联

系

人：冯葆

副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玺来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北路８１号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２１０９３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４２１０９３８

联

系

人：冯春杰

副主承销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登山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２９号北京东环广场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４１１９１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４１１９１８

联

系

人：何玲

分

销

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地

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４６号

电

话：（０７７１）５５３９０１０

传

真：（０７７１）５５３４９７６

联

系

分

销

人：施越
商：华龙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文武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科技街１３９号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３４６７０６
１－１－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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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０１０）６８３４６７０６

联

系

分

销

人：李勤
商：北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路畔生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９号

电

话：（０２４）８２７９２３５７

传

真：（０２４）８２７９２３５７

联

系

人：孟繁刚

分

销

商：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伟华
地

址：广州市解放南１２３号金汇大厦２７０１房

电

话：（０２０）８３２７０４８５

传

真：（０２０）８３２７０４８５

联

系

人：魏素华

分

销

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沛文
地

址：成都市陕西街２３９号

电

话：（０２８）６１５０４３７

传

真：（０２８）６１４８１４７

联

系

人：王庆仁

分

销

商：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克龄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公楼北侧２０００大厦２４层

电

话：（０７５５）３３８８０９３

传

真：（０７５５）３３８８１０１

联

系

人：温琦

分

销

商：西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春茂
１－１－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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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２３２号陕西信托大厦

电

话：（０１０）６２０３４３６５

传

真：（０１０）６２０３４３６５

联

系

人：平奋

分

销

商：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广惠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２８２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４０３４２０９

传

真：（０３５１）４０６２１８８

联

系

人：刘润照

上市推荐人：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见主承销商有关情况）
上市推荐人：东方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福涛
地

址： 上海市东方路 １０２５ 号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８９６４５７

联

系

人：张世刚

发行人法律顾问：北京国方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丛培国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１２ 号中国国际科技汇展中心 Ａ 座 ６ 层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２５４８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２２５３９９９

经 办 律师：张利国

丛培国

联

姜业清

系

人：张利国

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广清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水西门街 ６７ 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４２１１６０１

传

真：（０３５１）４２１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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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注册会计师：李建勋

杨爱斌

资产评估机构：山西省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

锋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文源巷 １８ 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４０３６２７３

传

真：（０３５１）４１２２０１７

经办评估人员：张碧宁

展国庆

资产评估确认机构：山西省财政厅
地

址：太原市迎泽大街 ３４５ 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４０６２８５４

传

真：（０３５１）４０４３９３９

采矿权评估机构：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海涛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沟东路 ５ 号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２６２７４４

传

真：（０１０）８４２６２７３６

经办评估人员：戎婷

王全生

采矿权评估确认机构：国土资源部
地

址：北京冠英园西区 ３７ 号

电

话：（０１０）６６１２７１５５

传

真：（０１０）６６１２７１６２

土地评估机构：山西博瑞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长生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漪汾街 １２ 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６１６１６８８

传

真：（０３５１）６１６１６８８

经办评估人员：贾守国

李红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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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评估确认机构：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地

址：太原市漪汾街 １２ 号

电

话：（０３５１）６１６２６８４

传

真：（０３５１）６１６３６８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建路 ７２７ 号

电

话：（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２２４

联

系

人：周铭、朱伟

申请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

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电

话：（０２１）６８０８８８８８

传

真：（０２１）６８８１１７８２

联

系

人：唐军青、周卫

五、预计发行、上市时间表
１、发行公告刊登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４ 日
２、预计发行时间：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３、申购期：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４、资金冻结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８ 月 １１ 日
５、预计上市日期：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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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风险因素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发行人此次发售的股票时，除本招股说明书提供的其他资料
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根据重要性原则或可能影响公司决策程
度大小排序，本公司面临主要风险如下：

一、与控股股东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的风险
（一）募股资金运用导致的与控股股东产生重大关联交易的风
险
公司将运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一部分，收购阳煤集团所属洗选煤分
公司和发供电分公司。此次收购行为属于重大资产转让的关联交易。
由于洗选煤分公司下属各选煤厂均为井口选煤厂，因此收购实施后，该等选
煤厂入洗的原煤将主要由集团公司下属各矿提供。以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实际
原煤入洗量及经山西省价格事务所调查认证的原煤价格水平测算，预计公司今后
每年将向集团购买原煤约 ６２１ 万吨、金额约为 ４５０２２．５ 万元。此外，阳煤集团在
出售发供电分公司后，将不再拥有发电能力，所以，公司今后每年将向阳煤集团
供电约 ８８００ 万度，以 ２００１ 年当地政府定价标准测算，交易金额约为 ２５５２ 万元。
对策：为了规范上述由于募股资金运用所导致的重大关联交易，保护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在确定收购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
电分公司的价格时，公司以经山西省财政厅确认的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该等资产评估的结果为基础，并充分考虑评估基准日至收购实施日之间的折旧等
因素；第二，在对该项资产转让关联交易进行决策时，关联股东严格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回避程序，交易双方签订了关联交易
协议；第三，针对收购所导致的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双方将
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签订相关的法律文件，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并在确定交易价格时，采用经独立机构认定的同类产品当地价格水平或政府定价，
对交易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四，公司赋予三名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
进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的权利，从而加强了对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督；第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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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严格按照所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
规定，对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及时、详尽、真实、准确的披露，保障广大投
资者的权利和利益。

（二）与控股股东在让售材料、设备租赁、采矿权转让、综
合服务等方面存在关联交易的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与阳煤集团在租赁设备、让售材料、综合服务等方面存在
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对策：为规范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公司与阳煤集团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的交易原则，签订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价格和支付等事项进行约定。为减
少上述关联交易，公司已加强了对材料配件的科学管理，有效避免由于临时采购
行为而产生的部分关联交易。 材料和配件方面的关联交易额已由 ２０００ 年度的
１６１７５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２ 年度的 ６２２．９５ 万元，降幅达 ９６．１５％。同时，公司加大对
综采综掘设备的采购力度，使得设备租赁费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５１１．２９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２
年的 ３８９８．４７ 万元。预计公司将于 ２００４ 年购置齐全部所需的综采综掘设备，届时
可以消除该项关联交易。

二、财务风险
（一）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原值 ３６４１１．２３ 万元，其中账龄在
１ 年以内的占 ９０．７１％，１－２ 年的占 ４．０３％，２－３ 年的占 ４．２４ ％ ，３－５ 年的占 １．０２％，
公司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２７１３．３１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
净额 ３３６９７．９２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４８．２８％，总资产的 ２０．３４％。上述比例反映出
在公司资产结构中，应收账款占有较大的比重，存在发生呆、坏账的可能。
对策：公司的应收账款主要系以前年度煤炭市场疲软时，公司采用赊销政策
造成的。形成应收账款的客户多为具备资金实力但暂时周转困难的国有大型冶金、
电力企业，客户信誉较好。随着煤炭市场形势的逐步好转，公司积极调整了销售
政策，严格控制新增的应收账款规模。同时，公司通过建立账龄分析档案、落实
部门责任制和采取灵活多样催收方式等具体措施，加大了应收账款的清欠力度。
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底应收账款余额的原值较 ２０００ 年末和 ２００１ 年末的水平，已分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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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４５．３６％和 ３３．５７％，相应降低了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二）资产流动性风险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 ２．１６ 次，存货周转率 １０．１９ 次，应收账款周
转率 ４．５０ 次，同行业上市公司上述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流动资产周转率 １．２６ 次、
存货周转率 ９．２２ 次、应收账款周转率 ８．１６ 次。尽管公司目前的资产流动性指标
相对较好，但未来的生产经营中仍可能面临资产流动性风险。
对策：为了降低资产流动性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公司将在销售和采购两
个环节采取以下措施：一方面，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市场行情，采用适宜的销
售收款方式，加强销售，减少库存，加快货款回收速度；另一方面加强对材料采
购的管理，保持合理的材料库存，减少不必要的资金占用，提高资产流动性。

（三）偿债能力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负债总额 １０３０７５．２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２．２１％。
其中，流动负债 ７６１７０．０８ 万元，长期负债 ２６９０５．１２万元，分别占负债总额的 ７３．９０％
和 ２６．１０％。公司短期负债的比例相对较高，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
对策：公司将加强负债管理，提高资产流动性，保证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
平。同时，公司还将优化债务结构、合理安排债务期限、适当降低短期负债比例，
缓解短期偿债压力。

（四）再融资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资金需求也相应增加。但受到宏观经济环境、
证券市场发展、行业发展状况、企业经营业绩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公司的再融资
行为可能受到一定的制约。
对策：针对资本市场这一直接融资渠道，公司将通过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水平，回报广
大投资者，为再融资奠定基础。在间接融资渠道方面，公司加强了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合作，与阳泉市工商银行签订了银企合作协议，为公司今后的资金需求提
供了进一步的保障。此外，公司还将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途径，进一步拓宽融
资渠道，降低公司的再融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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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内部控制的风险
公司现有的财务管理和内部稽查制度能够保障目前公司平稳运行的需要。但
随着公司发展速度的加快，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可能日益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对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则可能产生影响公司稳健经营的风险。
对策：针对该项风险，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积极推行财务内部控制连
带责任制，增强各级管理者的责任心；二是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职能，加大内部审计力度；三是健全完善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以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四是积极借助外部专业审计机构丰富的经验，完善公司
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三、募股资金运用的风险
（一）收购洗选煤和发供电分公司的风险
收购行为实施后，洗选煤分公司入洗原煤将主要由阳煤集团下属各矿提供，
因此，该项目预期经济效益的实现将受到原煤供应数量、供应价格及煤炭市场需
求状况的影响。同时，燃料价格、当地电力产品价格、发电量等因素也将直接影
响到收购发供电分公司项目预期经济效益的实现。
对策：对洗选煤分公司的收购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煤炭洗选加工能力和商品煤
质量，增强公司在主营业务上的竞争实力，并可以解决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同
业竞争问题。为了确保收购后洗选煤分公司入洗原煤的供应，阳煤集团已经承诺
其矿井所生产的原煤不向除公司外的任何第三方销售。同时，原煤的价格也将依
照经独立价格认定机构认定的当地同类产品的平均价格水平确定。
拟收购的发供电分公司下属第一、第三热电厂属于热电联供，燃煤主要来自
于煤炭选煤过程中产生的中煤，因而即使在收购后，发供电分公司仍能够保持较
低的成本水平。且经过多年的运作，发供电分公司的年发电量处于较稳定的水平。
上述因素为该收购项目实现预期经济效益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新建活性炭项目
我国是世界重要的活性炭生产国和出口国，８０％以上的煤基活性炭产品用于出
口，主要销往日本、美国、韩国和西欧市场。目前，我国煤基活性炭的生产企业
达 １００ 余家，但由于整体行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因此生产企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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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性强，无法形成规模效益的问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公司
新建 ４ 万吨／年的活性炭项目将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对策：煤基活性炭是一种优质的吸附材料，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饮用水深
度净化、贵重金属分离提取、气体分离及净化、溶剂回收等环保领域。随着全球
范围内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该种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不断扩大。中国作为活性炭
产品的生产大国之一，随着 ＷＴＯ 的加入，市场前景更为广阔。公司拟新建的活性
炭项目具备较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规模效益的实现；其次，项目以公司优质无
烟煤做为原料，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性能；最后，产品在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利用
同期建设的甲醇项目所合成的尾气、蒸汽等废气，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进一步
增强产品成本优势。上述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该项目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降低该项目的市场风险，公司将尽早着手同国内主要活性炭出口经销
企业签署销售意向协议书，进行前期市场开发和客户培育的工作。

（三）新建甲醇项目
我国现有甲醇生产厂家 １６０ 多家，包括在建项目在内的总生产能力约为 ２５０
万吨左右。但我国甲醇的生产装置大多规模较小，平均年生产能力仅为 １．５６ 万吨，
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较大。除此之外，成本消耗高，开工率低等问题也困扰着大
部分国内甲醇生产企业。而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则是我国每年大量的甲醇产品进
口。造成国内外甲醇企业境遇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进口产品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具
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公司甲醇项目建成后，产品将在市场上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
产品的竞争，市场风险可能会影响该项目预期经济效益的实现。
对策：甲醇在化工、农药、医药等领域的广泛用途，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
景。在市场需求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公司拟投资新建的年产 ５ 万吨的甲醇项目将
可以从规模经济效益中受益。此外，该项目选择了较先进又相对成熟的生产工艺
和技术，并利用公司丰富的煤层气等资源优势，有助于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公司将在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通过加强成本费用管理、及时跟踪市场
需求和价格变动趋势，加大市场推广和销售力度等手段，降低市场风险对该项目
效益的影响。

四、安全风险
公司下属矿井均为高瓦斯矿井，其中一矿瓦斯的绝对涌出量为 ４１．４８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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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对涌出量 ３８．３１ 立方米／吨；二矿瓦斯绝对涌出量 １６４．３６ 立方米／分，相对
涌出量 ２７．７ 立方米／吨。公司所在矿区井下的顶板破碎度为 ２５％，也存在着顶板破
碎可能给公司安全生产带来的风险。由于各矿开采历史较长，公司面临着透老窑
透采空区或打透沉积水的风险。此外，公司在开采煤炭过程中还面临有一定的煤
尘和煤层自燃的风险。
对策：由于下属各矿煤炭开采历史较长，公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煤炭生产安
全管理及技术经验。一方面，公司制定了包括《煤矿安全规程》、《通风瓦斯管
理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安全制度，并通过加强现场管理
以及定期对员工进行煤炭生产安全培训等措施，提高全体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
另一方面，公司防治瓦斯的技术和水平已处于全国煤炭行业的领先地位，可以对
瓦斯风险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时，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购置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安全监控设备，做到实时观测、事先预防，从而降低或杜绝安全事故隐患。
有关公司对各项具体安全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二、
（二）、９、公司生产中的安全措施”。

五、环保风险
公司生产环节中产生的设备运行噪声、煤矸石和煤泥等固体废弃物、除尘循
环水、煤泥水及矿井水等污水、二氧化碳和烟尘等废气都可能对矿区周边的环境
产生污染。因此，公司的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环保法规的限制，而且
随着国家政策对环保要求的提高，公司将增加与环保相关的投入，从而导致公司
经营成本增加。
对策：公司通过加强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环境管理、提高职工环保意识、加大
环保投入、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等措施，逐步实现污染物源头控制，削减污染物
的产生及外排量。目前，公司下属各选煤厂已建立了煤泥水闭路循环系统，杜绝
了煤泥水外排；矸石山通过采取黄土覆盖、分层碾压等综合治理措施，杜绝了矸
石自燃；通风道主扇都安装了消音装置，电厂烟囱安装了除尘装置等，主要的污
染源已得到有效治理。山西省环保局就公司自设立以来无违反国家有关环保法规
的情况出具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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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业务经营风险
（一）铁路运输能力的制约
受地理位置的制约，公司煤炭产品的外运主要依靠铁路运输。公司所处石太
线属于晋煤外运中部通道，运输繁忙，尽管公司属于铁路部门重点保障的客户，
但大幅提高运输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另外，在铁路运输方式中，有可能出
现因铁路车皮调配等原因，而导致发货延误、影响公司销售合同兑现的问题。
对策：公司是铁路运输的重点用户，当地铁路部门每年安排的运输计划基本
能够满足公司销售的需要。此外，侯（马）月（山）线、阳（泉）涉（县）线铁
路的相继开通，将大大缓解石太线运输紧张的压力。公司将继续通过加强与铁路
部门的合作、适当安排一定量的公路运输、加大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等措施，降
低铁路运输能力制约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对煤炭资源依赖的风险
公司属于煤炭开采企业，对煤炭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而煤炭属于非再生
能源，自然资源储量的多少和煤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对策：公司下属一矿和二矿的矿井服务年限都在 ８０ 年以上，煤炭储量十分丰
富。经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对公司矿产资源重新核实，上述两矿的可采储量共计
１０．４１ 亿吨，所以公司的煤炭资源能够满足持续生产经营的需要。

七、市场风险
（一）市场竞争的风险
我国无烟煤储量丰富，除与公司地处同一井田的周边众多中、小煤矿外，河
南永城及北京、宁夏等地都有无烟煤资源，并在不同的市场区域与公司煤炭产品
构成竞争。
对策：公司是全国重要的优质无烟煤生产基地，所产煤炭属于年轻无烟煤，
具有低灰、低硫、挥发分适中、可磨性好、发热量高等优点。公司煤炭产品的销
售在华北、东北地区及山东省有明显的区位和价格优势。面对同类煤炭生产企业
的竞争，公司将根据自身产品优势，结合市场需要，对产品结构进行优化，一方
面不断扩大煤炭洗选加工能力，增加高附加值的洗粉煤产量，另一方面实行井下
配采，井上配煤，开发适应电厂需求的末煤产品。同时，公司在收购阳煤集团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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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煤分公司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企业，有利于公司巩固和扩大市场
占有率，奠定市场领先地位。

（二）煤炭市场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煤炭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产业，其供求关系较大程度上受国民经济整
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因而，国民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可能会导致煤炭市场供需状况
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对策：公司将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煤炭市场变化的预测，及时调整产品结
构，优化市场布局，立足国内市场，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分散风险。

（三）煤炭产业集中度低的风险
我国煤炭产量虽位居世界第一，但由于煤炭开采和加工企业众多，产业集中
度低，煤炭市场发育不成熟，在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往往造成企业之间的过
度竞争。
对策：近年来我国为了保证煤炭产业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大力整顿煤炭市
场秩序，清除地方市场壁垒，特别是在治理小煤矿非法、无序开采方面大见成效，
为大型煤炭企业发展拓宽了市场空间。公司作为国家扶持的特大型无烟煤生产企
业，将继续发挥品种对路、品质优良的优势，巩固与重点用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同时通过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培育新用户等途径，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另
一方面，公司在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后，煤炭产销量规模将增加到 １６００ 万
吨，有利于公司发挥规模优势，提高竞争实力。

（四）依赖下游行业的风险
１、电力行业改革对公司的影响
电煤是公司无烟煤产品中的一个重要品种，主要做为燃料供应各火力发电厂。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公司电煤销量分别为 ３０６ 万吨和 ３０９ 万吨，占当年煤炭总销量
的 ４６．００％和 ３７．７５％。２００２ 年起，我国电力行业开始推行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主要目标的体制改革。从长期来看，电价将呈现一定的
下降趋势。在这种环境下，发电公司可能会通过统一招标采购等手段，控制或降
低燃煤成本，公司电煤的销售因而可能受到影响。此外，公司自身拥有的发供电
业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行业改革的影响。
对策：经过多年的运作，公司已经同一批大型火力发电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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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关系，具有较丰富的客户资源。伴随着电力行业未来加强燃煤采购管理的趋
势，各电厂分散采购中存在的压质压价、购进小窑煤等无序行为将得到消除，而
公司将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加强与大型发电厂之间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巩固
和扩大现有客户资源。就公司自身的发供电业务而言，公司下属各电厂和拟运用
募股资金收购的电厂均属于热电联供、综合利用型电厂。由于该等电厂的燃料主
要来自煤炭洗选过程中产生的中煤，因而具有发电成本低、环保等特点，与周边
地区普通的火力发电电厂相比，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且公司发供电业务未来仍
将主要供公司和集团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用电需求量相对稳定。因此，电力行业
改革对公司自身发供电业务的影响较为有限。
２、冶金行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另一主要无烟煤品种喷粉煤（即洗粉煤）主要供应钢铁等冶金行业客
户。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公司喷粉煤的销量分别为 １６７ 万吨和 １８５ 万吨，占当年煤
炭总销量的 ２４．６１％和 ２２．６１％。冶金行业作为公司重要的下游行业，其行业景气度
和发展趋势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业绩。
对策：我国钢材市场的消费力不断增强，需求势头强盛，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钢产
量保持了长期增长的态势，大型钢铁企业凭借在品种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不断
扩大市场份额，而小企业的生存难度加大。从技术发展趋势角度看，大型钢铁企
业均采用了先进的高炉喷吹技术。在上述因素的带动下，喷粉煤的市场规模在今
后将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公司将充分利用有利的市场环境，通过与大型钢铁厂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喷粉煤的销售，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公司还将根据
不同下游行业的需求状况，合理安排产品结构，分散过分依赖单一行业客户的风
险。

（五）替代产品价格、供求关系的变动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石油、天然气是煤炭的替代产品，它们的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势必会影响
煤炭市场的整体走势，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策：世界石油市场上石油价格基本上处于较高水平，使得原先采用石油的
消费者转向价格相对便宜的煤炭，造成世界市场上对煤炭的需求增加。同时，我
国国内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 １５—２０ 年的消费，政府处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已
经批准实施煤炭液化替代石油的计划，煤炭的需求会有进一步的增长。天然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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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是在价格上不具备竞争优势，
因此，天然气的推广不会对公司的煤炭销售产生太大的影响。出于对公司长远发
展的考虑，针对相关替代品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变动可能对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重点开展煤炭产品的深加工，开发活性炭和甲醇等产品；
同时，加大营销力度，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关系，培育有发展潜力的客户，稳定
和拓展销售渠道。

八、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发行前、后的持
股比例分别为 ９８．１１％和 ６７．５３％，拥有对公司的绝对控股权。阳煤集团 １９９９ 年利
润总额亏损 ４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４５４０ 万元；２０００ 年利润总额 １５８ 万元，净利
润亏损 ５５７３ 万元；２００１ 年利润总额 １９０５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５４５９ 万元；２００２ 年
利润总额 １１０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４５２５ 万元（以上数据采用合并报表口径）。中兴财
会计师事务所对阳煤集团 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０ 年的财务报告出具了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２００１ 年度和 ２００２ 年度的审计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经审计，阳煤
集团 ２００１ 年底和 ２００２ 年底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９０．１８％和 ４６．７９％。
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可能利用其在公司的控股地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投资决策
等方面进行干预，从而影响股份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产生大股东控制风险。
对策：针对大股东控制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通过本次发行股
票，集团公司的持股比例可下降到 ６７．５３％，使公司的股权结构趋于合理，适当降
低控股股东在公司中的影响力。第二，公司在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与
控股股东完全分开，实现了独立运作。第三，公司制定了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
露制度等，为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及股份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提供了制
度保障。

九、加入 ＷＴＯ 的风险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将取消煤炭进口许可证，降低进口关税。在这
一机遇下，国外煤炭公司向我国市场出口煤炭产品的机会增加，公司的煤炭产品
将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来自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同时，管理粗放、生产效率低等
因素也将使我国煤炭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对策：公司将采取“巩固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的策略，加强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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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产品品种，在继续巩固国内市场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公
司将充分扩大与外国煤炭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寻找合作机会，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努力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十、政策性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煤炭在我国能源工业中的基
础性地位有所降低。同时，国家为规范煤炭资源的使用，在煤炭生产、矿井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总量控制。作为煤炭生产企业，公司未来的经营将受到我国煤炭行
业产业政策变化的影响。
对策：煤炭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种重要能源，是国民经济保持持续、稳定
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十五纲要》中指出，我国今后仍要以煤炭为基础能
源，积极推进大型煤矿改造，建设高产高效矿井，重视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利用，
适当加快煤矿的坑口电厂建设。近些年，我国政府为提高煤炭行业的竞争力和盈
利水平，从 １９９９ 年起在煤炭行业实施“关井压产、总量控制”的政策，关闭了一
大批非法开采和布局不合理的煤矿。同时，政府还采取措施大力整顿煤炭经营秩
序，规范市场行为。通过上述措施，国内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市场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大型煤炭企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公司将利用国家
给煤炭企业创造的良好环境，通过实现规模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实施产品结构
调整等多种途径，提高公司的经济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政策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１９９９）２００ 号《关于出口煤炭有关退（免）
税问题的通知》，公司煤炭产品自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享受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１３％。随着公司煤炭产品出口逐年增加，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对策：公司将通过加强成本管理、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及销售费用等手段来提
高公司煤炭产品的盈利能力，降低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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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可预见性。国内外政治经济
形势、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股票市场供求关系、投资者心态等多种因素都
将会对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投资者收益。在此，公司郑重提
醒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应对股票市场风险有充分了解。
对策：公司在提醒投资者对股市风险予以重视的同时，将积极适应市场需要，
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企业效益，保证公司盈利水平稳步增长，给投资者以长期、
稳定的回报，提高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公司还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行，及时、准确、完整的向广大投资者进行信息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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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简况
１、注

册

名

称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ＳＨＡＮＸＩ ＧＵＯＹＡＮＧ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ＬＴＤ

２、法 定 代 表 人：石盛奎
３、设
４、注

立

日

册

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地 ：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

５、电

话 ：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２８

传

真 ：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１８

互 联 网 网 址：ｗｗｗ．ｇｙｎｅ．ｃｏｍ．ｃｎ
电

子

信

箱 ：ｇｙｎｅ＠ｐｕｂｌｉｃ．ｙｑ．ｓｘ．ｃｎ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１９９９］１６３ 号文批准，
以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发起人，联合阳泉煤业（集团）实业开发
总公司（现更名为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
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
公司总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元，其中：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下属一矿、
二矿和第二热电厂经评估后价值为 ４９９５５．６７ 万元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投入股份公
司，按 ６５．０１％的折股比例认购股份公司 ３２４７５．９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９８．１１％；
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以现金方式，分别出资 ２４０ 万元，按 ６５．０１％
的折股比例折价入股，各认购 １５６．０２ 万股，各占总股本的 ０．４７％。

三、发行人的历次验资、资产评估、审计情况
（一）验资情况
公司设立时，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的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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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１９９９）晋元
师股验字第 ９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的结果，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 筹 ） 已 收 到 其 发 起 人 股 东 投 入 的 资 本 ５０９，１５６，７００．００ 元 ， 其 中 股 本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１７８，１５６，７００．００ 元。与上述投资资本相关的资产总
额为 １，０１０，０８５，２００．００ 元，负债总额为 ５００，９２８，５００．００ 元。
本次验资及验资报告的详细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十一、公司设
立时的验资情况和验资报告”。

（二）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
山西省资产评估中心事务所（现更名为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阳煤集团拟发起设立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筹）所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估，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晋资
评报字［１９９９］第 ４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此次评估的结果已获山西省国有资产管
理局晋国资评管函字（１９９９）第 １０４ 号文件的确认。
公司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十、公司设立时资产
评估情况”。

（三）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
公司目前使用土地 ５８ 宗，共计 １５３７７４．９ 平方米。山西省土地估价事务所（现
更名为山西博瑞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上述土地为期五十年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晋土评字 ９９００６ 号《土
地估价报告》。此次的评估结果为 ３２９８．８５ 万元，已得到了山西省土地管理局晋土
管（籍）字（２０００）第 ６１ 号文的确认。

（四）采矿权评估情况
公司设立时，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对一矿和二矿的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评估价值分别为 ７２４９．１０ 万元和 ４２６３．４６ 万元，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土资源部国
土资矿认字（２０００）第 ０９０ 号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确认。

（五）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情况
公司依据《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国土资发［１９９９］２０５ 号）的要求，
１－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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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北京中矿联咨询中心对公司的矿产资源进行了核实评审。根据其出具的《山
西省沁水煤田阳泉矿区国阳一矿、国阳二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
公司一矿和二矿的可采储量分别为 ６１２７９．４ 万吨和 ４２８７９．５ 万吨，该项评审结果
已经国土资源部 １５９ 号文《山西省沁水煤田阳泉矿区国阳一矿、国阳二矿矿产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认定书》确认。

（六）审计情况
审计内容

审计机构

审计报告编号

审计报告类型

公司设立时的财务报告：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山西晋元
日、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１９９６ 会计师事务所
年度、１９９７ 年度、１９９８ 年度及 １９９９ 年 １－３
月利润表

（１９９９）晋元师股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财务报告

山西天元

（２００１）天元股审 同上

会计师事务所＊

字第 ０２１ 号

审字第 ２９ 号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同上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１９９８ 年度、１９９９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 １－９ 月利润表及利润
分配表以及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 年 １－９ 月的现金
流量表

（２００１）天元股审 同上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同上
日的资产负债表，１９９９ 年度利润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１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２）天元股审 同上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同上
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１９９９
年度利润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和 ２００２
年 １－６ 月份的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量表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同上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和 ２００２ 年度利润表及利润
分配表，２００２ 年度现金流量表
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同上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利润表及利润分
配表，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
量表

（２００２）天元股审 同上

１－１－０－３７

字第 ０５９ 号

字第 ００１ 号

字第 ０４５ 号

晋

天

元

审

同上

审

同上

［２００３］０１０６ 号

晋

天

元

［２００３］０１４７ 号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０ 年与山西中元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成立山西天元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四、与公司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无形资产权属情况
（一）土地使用权
公司目前使用土地 ５８ 宗，共计 １５３７７４．９ 平方米。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情
况参见本节“三、
（三）、土地使用权评估情况”。阳煤集团以出让方式取得前述土
地的使用权后，由公司租赁使用，该处置方式取得了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资
函［２０００］１６２ 号文《关于对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
批复》的批准。公司与阳煤集团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了《土地使用租赁合同》，
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合同中，双方约定租
赁期限至该等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止，即到 ２０５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租赁期满后
可以续租；土地使用权年租金为 １．０３ 元／平方米，由公司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
３０ 日内向阳煤集团支付土地使用权租赁费 １５．８４ 万元；如遇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对
土地租金水平有较大影响时，双方可经过协商对租金进行调整。

（二）采矿权
在公司设立时，阳煤集团将其合法拥有的一矿、二矿采矿权转让给公司。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
采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该等采矿权已经进行了评估
（评估情况，参见本节“三、（四）、采矿权评估情况”），国土资源部也以国土资
矿转字［２００１］第 ００１ 号文对此次采矿权转让行为进行了批复。公司与阳煤集团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签订了《采矿
权转让补充协议》。双方在上述协议中约定，以经确认的采矿权评估结果为采矿权
的转让价格，全部转让金 １１５１２．５６ 万元由公司在 ５ 年内支付完毕。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支付转让款 ７０００ 万元。
公司已办理完成一矿和二矿的采矿权变更登记，取得了证号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３ 和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４ 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均为 ３０ 年。

（三）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资格证
公司一矿北丈八井、北头咀井和二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１－１－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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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务院发布的《 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的，有效期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山西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审查，公司取得了煤炭经营资格证书。

（四）商标
公司目前持有“阳优”商标，商标注册证号码为第 １０８６７４３ 号，有效期自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许可产品为第 ４ 类无烟煤。该商标系公司根据
与阳煤集团签订的《注册商标转让协议》，无偿取得的。

五、发行人员工及其社会保障情况
（一）公司员工概况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册职工人数为 １８７８０ 人，其中拥有高级职称的人
员为 ６４ 人，中级职称人员 ３７９ 人，初级职称为 ７４９ 人。

（二）职工构成的详细情况
１、职工的专业构成
专业

工程技术人员

销售人员

管理人员

生产人员

其他人员

合计

人数

１８７

３２

１１００

１２１１２

５３４９

１８７８０

比例

１％

０．１７％

５．８６％

６４．４９％

２８．４８％

１００％

２、职工的受教育程度
学历

本科以上

大专

中专、高中

初中

合计

人数

５５１

９１２

５０３３

１２２８４

１８７８０

比例

２．９３％

４．８６％

２６．８０％

６５．４１％

１００％

３、职工的年龄分布
年龄

２５ 岁以下

２６－４０ 岁

４１－５０ 岁

５１ 岁以上

合计

人数

２２６５

９５０３

５４４２

１５７０

１８７８０

比例

１２．０６％

５０．６０％

２８．９８％

８．３６％

１００％

（三）职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已与每位员工签订了劳动合
同。公司员工的收入主要由技能工资、岗位工资、津贴、补贴及奖金构成。公司
视企业经济效益及个人工作成绩对员工收入进行调整。
１－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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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员工享有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其中，公司的养老保险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
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８］２８ 号）
、
《社会保险费征
缴暂行条例》以及山西省有关养老保险的政策法规标准； 失业保险按照国务院《失
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医疗保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建
立了医疗统筹基金和职工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管理办法；住房公积金制度则仅
适用公司在册职工。

六、公司的独立经营能力
（一）业务独立
公司设立时，拥有独立的产、供、销体系，有能力独立开展煤炭开采、洗选
煤加工和销售业务以及电力的生产、销售业务。在生产方面，一矿、二矿的生产、
通风、供电、提升、供排水和选煤加工系统全部进入公司，从而形成了公司独立
的煤炭生产体系；第二热电厂也具备完整的发供电系统，可以独立地进行电力生
产。在供应方面，一矿、二矿的供应部门进入公司，公司本部也设立了供应机构，
拥有独立的采购能力。目前，除少量应急性材料配件向集团公司调剂外，其余设
备、材料、配件等物资均由公司自行采购。在销售方面，公司设立了独立的销售
机构，下设电煤、山东、东北、出口 ４ 个代表处，并组建了独立的销售队伍，形
成了独立的销售网络。

（二）资产独立
公司的主体资产为一矿、二矿和第二热电厂的全部生产经营性净资产。公司
对所属资产已经编制了资产清册，并办理了相应的资产移交和产权过户手续。该
等资产具有明晰的产权关系、不存在法律纠纷和或有负债。公司除具备完整、独
立的产、供、销设施以及必要的辅助配套设施外，同时拥有生产经营所必备的包
括采矿权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煤炭经营许可证和商标等无形资产。

（三）人员独立
公司设立时，相应资产所对应的管理、经营、生产人员也随同进入公司。该
等人员已经办理了相应的劳动合同的变更，从而保证了公司人员的独立。公司在
运行过程中，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要求，实现了人员单独管理、工资报表单独编制、
１－１－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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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单独发放、费用单独核算、养老和医疗保险独立计提上缴。公司严格执行人
事管理制度，明确公司人员准入的原则为：生产系统以生产岗位确定，管理系统
以公开招聘的形式择优录用。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
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股东单位及关联单位担任除董事之外的职务。

（四）机构独立
公司设立时，建立了完整的内部组织结构，拥有独立的职能部门。公司下设
包括综合部、证券部、财务部、供应销售部、生产技术部和规划发展部在内的 ６
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保证了公司的顺利运作。

（五）财务独立
根据公司独立运作的需要和有关规定，公司在其内部组织结构中设置了独立
的财务部，承担与股份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账务、资金等管理工作。公司独立在
银行开立基本存款帐户，并单独进行了税务登记、依法独立纳税。同时公司配备
有足够数量的专职财务会计人员进行公司的财务核算工作。公司依据资产构成和
具体的生产经营状况，已经建立了以公司、矿、井区（车间）三级核算和公司、
矿、井区（车间）、队组四级管理体系为基础的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七、公司托管经营阳煤集团部分资产的情况
（一）委托经营合同
为了解决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在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以及电力生产等
业务上存在的同业竞争，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与阳煤集团签订了《委托经营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二、
（四）、４、
《委托经营合同》”。

（二）托管资产范围及基本情况
根据《委托经营合同》，涉及托管经营资产的内容包括阳煤集团下属三矿、四
矿、五矿、新景矿、洗选煤分公司、发供电分公司、销售公司和供应处。上述资
产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三矿：包括房屋，生产建筑物，动力、生产、传导、运输和管理设备在内的
固定资产和存货等共计原值 ３９３６６ 万元，净值 １５１８０ 万元。
四矿：资产项目同上，共计原值 ２４１７７ 万元，净值 ９３５４ 万元。
五矿：资产项目同上，共计原值 ７９９６９ 万元，净值 ５１２４２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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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景矿：资产项目同上，共计原值 ５７８８８ 万元，净值 ４６８６４ 万元。
洗选煤分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６２２７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２８５２１ 万元。
发供电分公司：总资产评估值 ５５７０１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３６３９０ 万元。
销售分公司：生产经营性资产包括铁路专用线、自备车、驻外公司的办公场
所、煤场、交通工具等，共计原值 ３５６３５ 万元，净值 ２３２５１ 万元。
供应处：经营管理资产共计原值 ３５８４ 万元，净值 １９６６ 万元。

（三）委托经营事项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
公司与阳煤集团签订《委托经营合同》，已经获得了阳煤集团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
董事会批准及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由于该合同属关联交易合同，
因此在进行表决时，关联方履行了必要的回避程序。

（四）《委托经营合同》的执行情况
《委托经营合同》生效后，公司即以其为依据，制定了具体的《委托管理方
案》，在其中明确了托管的原则、托管的范围、托管的方式、托管的实施、权利义
务和托管后的处置等具体事项。公司还组建了托管委员会、全面负责托管工作。
该托管委员会下设综合部、财务部、供销部、三矿托管办、四矿托管办、五矿托
管办、新景矿托管办和发供电、洗选煤分公司托管办等具体托管部门。公司通过
上述部门，从控制被托管单位生产系统、销售供应系统、财务系统和人事管理系
统四个方面实施托管：
１、控制生产系统
阳煤集团将其所属的三矿、四矿、五矿和新景矿以及发供电分公司、洗选煤
分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营系统交由公司相应的托管部门管理。该托管部门负责上述
各单位的生产、安全和技术工作，并制定包括引用集团公司现有相关的规章制度
以实现管理。
２、控制供销系统
阳煤集团将其原有的供销系统交由公司相应的托管部门管理。该托管部门负
责编制销供计划，制定供销政策，在涉及被托管单位的采购和销售业务时，以阳
煤集团的名义与用户或供应商签订供销合同，并通过阳煤集团账户收付货款。
３、控制财务系统
阳煤集团将其原有的财务系统交由公司相应的托管部门管理。该托管部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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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被托管的财产设备、生产销售及采购单独建立财务帐册和财务报表，并指定
专门的财务人员进行管理。被托管资产的财务系统与公司的财务系统严格分开。
４、控制人事管理
凡被托管单位的人员，除已剥离的部分以外，无论生产技术人员或是管理人
员、销售人员和采购人员，一律由公司相应的托管部门实施管理。托管部门对被
托管人员享有任免和辞退的权利。
５、托管的实施情况
（１）从 ２００２ 年起，石家庄铁路分局把阳煤集团在铁路运输部门的计划，变
更为公司的运输计划，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公司对销售环节的控制，保证了托管
的有效进行，还为公司以后收购洗选煤分公司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２）２００２ 年全国煤炭订货会，涉及被托管单位的煤炭销售合同均统一由公司
托管部门以阳煤集团的名义对外签订，从而在关键环节上控制了被托管单位。
（３）阳煤集团在托管中给予了大力配合，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各被托管单位，
明确托管事项，要求各被托管单位严格遵行。
目前，托管工作情况良好，运行正常。

（五）托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根据被托管单位 ２００２ 年财务决算后汇总报表数据，托管资产当年实现利润
１５３０．１６ 万元，公司已收到 ２００２ 年度托管费 １５３．０２ 万元。公司 ２００２ 年实际收到
２００１ 年度的托管费为 １１５．２６ 万元。随着托管工作的不断完善，其协同效应逐渐显
现，对公司和阳煤集团的经营业绩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 公司设立时股本情况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性质

３２４７５．９２

９８．１１％

国有法人股

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

１５６．０２

０．４７％

法人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６．０２

０．４７％

法人股

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６．０２

０．４７％

法人股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１５６．０２

０．４７％

法人股

３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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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东单位
非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流

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

股本性质
国有法人股

持股数量

比例

３２４７５．９２

６７．５３％

法人股

１５６．０２

０．３２％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股

１５６．０２

０．３２％

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股

１５６．０２

０．３２％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法人股

０．３２％

共计

１５６．０２
３３１００．００

６８．８１％

流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３１．１９％

共计

４８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通
股

九、发起人情况
（一）发起人情况简介
１、主 发 起 人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亦农
住

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西街 ５ 号

（１）阳煤集团基本情况
阳煤集团前身为阳泉矿务局，始建于 １９５０ 年，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经原煤炭部
批准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是国家首批确认的特大型企业、全国 ５００ 家最大工业
企业和国务院批准的全国 ５２０ 户重点国有企业之一。阳煤集团位于山西省东部工
业重镇阳泉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便利。阳煤集团所处煤田地质构造简单，
赋存稳定。阳煤集团生产的主要煤种为无烟煤，产品包括洗块煤、洗粉煤、选末
煤、副产品等 ４ 大系列，共计 １２ 个品种。
在设立股份公司以前，阳煤集团拥有 ６ 个矿 １０ 对生产矿井，设计洗选能力 １７３０
万吨／年，核定能力 １５９０ 万吨／年。阳煤集团采用了当今世界上先进的采煤设备，
采煤机械化程度为 １００％，并在全国率先实验成功和推广了综采放顶煤技术。
阳泉矿区煤层气储量丰富，经原煤炭部煤规字［１９９６］第 ４４９ 号文批准的面积
为 ２６６８ 平方公里，储气量 ６４４８ 亿立方米，具有储存条件好，含气量大，渗透率
高，开发利用前景广阔等优点，是全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
阳煤集团就对煤层气进行开发利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抽放系统，共有 ８ 个抽放
系统，５ 个储气罐，储气能力 １１ 万立方米，除代替煤炭作为工业设施加温和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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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外，全部用于民用，用户覆盖矿区和市区，达 １０．４ 万户。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阳煤集团基本形成了以煤为主、多种经营、综合
开发、多元发展的格局。近年来，企业先后荣获“中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管理奖”、
“煤炭工业优秀奖一金石奖”、“质量信得过单位”、“ＡＡ 信誉度企业”“质量标准
化、现代化矿务局”、“山西省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
阳煤集团主要管理层情况：王亦农任董事长，王体轩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石平、张巨海任董事、副总经理，王炳俊任董事，周杰、裴西平任副总经理，
李宝玉任总工程师，廉贤任副总会计师。
阳煤集团下属生产单位包括三矿、四矿、五矿、新景矿、发供电分公司、洗
选煤分公司。其控股子公司除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外，还包括：山西兆丰
铝冶有限公司（持股 ７５％）、山西兆阳玻璃装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５％）、山西国辰建
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５％）、阳泉亚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８６．６５％）、
阳泉威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６０．６０％）、阳泉新宇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持
股 ８１％）、阳泉升华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９８．７８％）、阳泉华越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９１．４４％）、山西奥伦胶带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８２．６４％）。另外，阳煤
集团参股 ２ 家公司：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１４％）、深圳银地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１２．５％）。
（２）阳煤集团财务情况
①２０００ 年集团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截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阳煤集团资产总额为 ８９５，４６９．４９ 万元，负债总额
为 ７１６，５５２．２９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１７５，６５９．８５ 万元，２０００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１６９，７４３．６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５８．３３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５５７３ 万元。山西中企会
计师事务所对集团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了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
②阳煤集团和公司对 ２０００ 年集团公司被出具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的意见
阳煤集团认为，山西中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０ 年度集团公司审计报告客
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规范会计核
算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及相关的改进措施。
股份公司管理层认真阅读了山西中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主发起人阳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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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２０００ 年审计报告，并对审计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公司认为，山
西中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并从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规范会计核算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及相关的改进措
施。公司注意到：２０００ 年度的审计报告认为集团公司财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工业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 ２０００ 年度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表情况，会计处理方法
的选用遵循了一贯性原则”。即集团公司整体反映真实合法，但在部分会计处理方
法、政策等方面仍有需要改进、完善。
③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集团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中兴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了阳煤集团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财务
报告，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集团公司截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９０．１８％，主要是由于集团公司将历年形成的基建借
款利息挂帐 ９７３６６ 万元冲减资本公积和实收资本造成，若该等递延资产仍挂帐则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４．３０％。集团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合并报表口径财务数据如下（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数据已经审计，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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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项目
资产科目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应收补贴款
应收出口退税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长期投资：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合计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科目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工资
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借款
专项应付款
长期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实收资本（股本）
国家资本
国有法人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９２，１６３，６４９．５４
３７，６６４，３４７．１１
９９６，０１１，５７７．９８
１，１６８，０７８，２９１．６３
１０６，０３４，１７４．０４
１０１，６８１，６７９．７６
４３，８８３，１０９．３５
４９３，０３８，４５６．５９
３，３４０，４５３，６３６．０２
９８，２８９，０８５．５１
９７，７８９，０８５．５１
１０５，１９３，４８３．０９
７，３４３，９８０，５１２．９５
２，３４５，６０７，２７７．９７
４，９９８，３７３，２３４．９８
１０５，０２３，９４２．０９
５，１０３，３９７，１７７．０７
１２０，８４８，３８９．８４
１２７，９００，０５０．２０
８，６７６，９４４，３４６．３９

８３１，０２９，１２４．３６
９６８，３０５，６１３．６０
４９，３４９，７３２．７９
１２８，２０７，６２６．９７
７５４，７３１，５６１．４１
９０９，８４６，３２８．７２
１，１５１，５３３，９５３．２１ １，３６４，０３２，８１６．７１
１０２，９６０，６６４．８７
７７，１９８，７０６．４９
１０１，６８１，６７９．７６
１０１，６８１，６７９．７６
４２，０３４，４９９．２６
１５，２８２，４１８．７９
４５３，５１０，８２３．２６
５０７，２１４，５６４．１０
３，４８９，９０９，６６７．３１ ４，０８０，９１７，８１４．３７
９９，１４２，０３１．２０
１０７，１９８，１９６．２０
９８，５０７，０３１．２０
１０６，５６３，１９６．２０
２５，９２４，１４１．６５
３６，４２０，９０２．９７
７，８７８，０６３，９３４．６２ ７，８９４，４５９，０１９．３０
３，１３１，０４１，９３８．６３ ３，３１０，４８３，８９６．５４
４，７４７，０２１，９９５．９９ ４，５８３，９７５，１２２．７６
３５９，４７１，３３５．７１
５７０，１９３，０２１．５７
５，１０６，４９３，３３１．７０ ５，１５４，１６８，１４４．３３
１，１２５，６３３，５２０．５６ １，０９５，５３５，６４９．８９
１，１３３，３７９，７３４．５１ １，１０２，８５３，６５９．３２
９，７５５，７０６，８７５．１７ １０，３７４，３６０，５２０．９８

４２３，９４５，５３５．４８
１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１，７３８，５３８．７２
３３５，４２８，４００．５６
１４５，０４１，７３９．２７
２１９，４８６，４９６．４１
７９，４６２，６４９．４１
１，２８９，２４８，３６０．４１
１５１，８８３．００
６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９２６，８９６．６７
３，３２９，９９２，３６０．６３
４，４５２，９９６，３５５．１０
４１，７６１，１４７．２９
４，４９４，７５７，５０２．３９
７，８２４，７４９，８６３．０２
９４６，６８２，３２６．０１
９４６，６８２，３２６．０１
——
——
４１，３６８，０５１．１０
－１８８，５９２，４７３．９５
７９９，４５７，９３３．１６
８，６７６，９４４，３４６．３８

９１９，６４５，５３５．４８
８００，６３７，８３５．４８
２４５，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９，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８６７，５６６．９９
４２５，８８７，１２４．３５
２７６，６９８，３５８．７７
３７６，６８１，５２９．８３
１０８，３６７，２６１．６６
１６１，４２７，０３６．６９
２２８，１７１，７８６．６１
２０７，４３０，４９４．１０
９８，９３３，３７４．８２
１０６，１５０，８５５．６２
１，２１１，３６７，３１７．９４ １，１２５，６７２，６８６．７１
３６４，２１２．１０
１３５，５０８，３８２．７０
２４３，１２７，３００．００
１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３６９，８９１．８７
１４９，０８２，２９９．１７
３，９５２，６２８，４３９．４３ ４，１６４，９２１，８３７．４９
５３６，６１１，９６５．９８
８６２，４８３，４９３．９８
７５，０３９，０９２．６９
７５，０３９，０９２．６９
６１１，６５１，０５８．６７
９３７，５２２，５８６．６７
４，５６４，２７９，４９８．１０ ５，１０２，４４４，４２４．１６
４，９９５，９４０，４００．７２ ５，０４５，７４０，４００．７２
１，５８８，９４０，４００．７２ １，６３８，７４０，４００．７２
３，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６２１，９９６．１３
２９０，２７０，４４９．５１
７６，６３８，５１７．４８
９４，４１１，３８７．９２
－２２２，４５７，４４０．５３
－２１６，２０８，８７９．９１
５，１３６，０２２，９６２．１１ ５，２１４，２１３，３５８．２４
９，７５５，７０６，８７５．１７ １０，３７４，３６０，５２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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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８１，１７６，７８１．６５

２，８１８，２３４，６５５．９８

１，５６１，６２５，８６５．１７

３７６，４２６，９３９．３７

４７９，７３７，３６４．０８

２８５，４２９，８０７．４０

二、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２，０８１，１７６，７８１．６５

２，８１８，２３４，６５５．９８

１，５６１，６２５，８６５．１７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１，３９０，５２８，７７０．７９

１，９０３，００８，２６４．０８

１，００２，７５３，８５４．３７

２４，５８４，４５４．６２

３３，３３１，９９３．９６

１８，５４５，１１９．０１

１４５，４６３，３８５．９８

１７４，９４１，３２７．５７

１４１，７２６，７１７．２２

５２０，６００，１７０．２６

７０６，９５３，０７０．３７

３９８，６００，１７４．５７

５，３８３，７３２．７４

－６，３８６，２２４．８０

１，４４４，３３８．４９

减：营业费用

１２８，９５９，６１１．１２

１３２，２４０，６４９．３９

——

管理费用

３３８，９２６，２３４．３０

４３７，５５３，６０５．９１

２５４，８０３，６７１．２９

财务费用

５８，７００，６４４．２３

７６，４４８，６８４．８０

４５，１３６，７８６．１５

－６０２，５８６．６５

５４，３２３，９０５．４７

１００，１０４，０５５．６２

加：投资收益

３８０，４２４．００

３，５４８，８３９．９８

３，６６２，４９４．４８

补贴收入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营业外收入

２２，９９４，７４０．７５

３１，５３０，０２７．９７

４，９６６，２７２．０６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６，９３６，８９０．０３

７０，５０３，４７８．４５

３４，２０５，９６１．３０

１９，０４７，２０９．８４

１１０，５８３，８７２．９５

７５，７９８，３８３．２５

７１，４７９，８１７．１２

６３，２２０，８７８．９７

４９，６００，３９７．７０

－５４，５９３，３９２．４７

４５，２４７，３５５．２５

２３，８９９，６６１．９３

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经营费用
三、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四、营业利润

五、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六、净利润

（３）关于阳煤集团负债和盈利情况的说明
根据阳煤集团经审计的 ２００１ 年度合并口径财务报告，截止到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阳煤集团资产总额为 ８６７，６９４．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８２，４７４．９９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９０．１８％。其中：信达资产公司借款金额 ３４０，７００．００ 万元（实施债转股的
债务），其他长短期银行借款金额 １３９，３３５．１２ 万元，应付工资 １４，５０４．１７ 万元，
应交税金 ２１，９４８．６５ 万元，其他应交款 ７，９４６．２６ 万元，其他应付款 １２８，９２４．８４
万元。阳煤集团的巨额债务主要系信达公司借款和其他银行借款，并不是与发行
人之间发生的。
集团公司已与信达公司签订了《债权转换股权框架协议书》、《债权转换股权
的谅解备忘录》及《补充协议》等有关债转股协议，并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取得
了国家经贸委国经贸产业［２０００］１２３８ 号批文，获准实施债转股，转股金额为 ３４．０７
亿元。债转股的实施使原先以企业负债形式存在的银行贷款转变为以资本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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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企业的资本，因而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经中兴财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集团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已
下降到 ４６．７９％。债转股的实施降低了巨额负债可能给集团公司带来的财务风险。
阳煤集团在债转股完成后，其债务结构将趋于合理，不会对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
响。
根据阳煤集团汇总报表，在扣除股份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后集团公司 １９９９
年亏损 ４３９０ 万元，２０００ 年亏损 ６５１２ 万元，２００１ 年亏损 ５４７０ 万元。根据阳煤集
团合并报表，阳煤集团 １９９９ 年亏损 ４３９０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４５４０ 万元； ２０００ 年
利润总额为 １５８ 万元，净利润亏损 ５５７３ 万元；２００１ 年利润总额为 １９０５ 万元，净
利润亏损 ５４５９ 万元；利润总额已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煤炭市场形势好转、
阳煤集团扭亏增盈措施的实施、债转股工作和企业办社会问题的逐步推进，阳煤
集团经审计的 ２００２ 年度合并报表口径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盈利 １１０５８．３９ 万
元和 ４５２４．７４ 万元，已实现扭亏为盈。根据目前煤炭市场的形势，阳煤集团的盈
利能力将得到提高，完全可以单独生存。
发行人对集团公司负债及盈利状况发表意见如下：“通过对集团公司 ２００１ 年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相关资料的调查分析，公司认为阳煤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本次发行后仍持有本公司 ６７．５３％的股份，存在大股东控制风险。集团公司目
前存在巨额债务有其特殊性，是暂时的。随着债转股工作的结束，集团公司的资
产负债率将大幅下降，其巨额债务将不复存在。集团公司近三年没有占用股份公
司资金和资产。随着企业改制和改革的不断深入，集团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在
不断增强，完全可以单独生存。”
发行人律师意见如下：
“根据阳煤集团与信达公司签暑的《债权转换股权框架
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信达公司已同意对阳煤集团实施债转股拟将其对阳煤集
团的 ３４．０７ 亿元人民币债权转为对债转股公司的股权；经合理查验，阳煤集团的
债转股方案已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国经贸产业［２０００］１２３８
号”文件批准。根据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为发行人出具的
审计报告，发行人对阳煤集团不存在巨额应收款项。经合理查验，发行人在招股
说明书中已根据六号备忘录的要求，对大股东的控制风险做特别风险提示，并对
阳煤集团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了充分披露。经合理查验，作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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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已根据六号备忘录的要求，出具了尽职调查
报告。“
主承销商意见如下：
“一方面，集团公司通过实施债转股降低财务风险，通过
剥离社会职能减轻企业负担，利用煤炭市场的有利形势提高盈利水平，从而达到
不断加强自身独立生存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已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
中小投资者利益，且双方均以出具承诺，维护股份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通
过上述两方面的措施，集团公司利用控股地位损害股份公司的潜在风险能够被控
制。”
２、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海明
住

所 ：阳泉市北大街 ２４３ 号

注 册 资 本 ：４２５０ 万元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０ 日由原阳泉煤业（集团）实业开
发总公司更名为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是一家拥有近十年经营历史的集体
所有制企业。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加工建筑材料、批零建材、百货、五金交电、
汽摩配件等。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新型建材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形成了年产 ＵＰＶＣ
建筑用塑料管材、管件 １６００ 吨；彩色涂层镀锌钢板门窗 １２０００ｍ２，型材 ２０００ 吨；
塑钢门窗 ２０００ｍ２，塑钢门窗异型材 ６００ 吨；建筑装饰用工艺玻璃 ４００００ｍ２；钢制散
热器 ３００００ｍ２ 的生产能力。其中，ＵＰＶＣ 塑料管材、彩板门窗及其型材已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０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规模达 ２１６０９．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６４４０．８６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３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该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包括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三名，分别由陈海明、赵保刚、
李俊考担任。
除参股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外，阳泉市新派新型建材总公司对外投资包
括阳泉市北艺装潢公司（全资子公司），阳泉冬阳散热器有限公司（持股 ８４．４０％）、
阳泉天开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８９．７０％）、上海大众汽车阳泉特约维修站（持股
６８．８１％）和阳泉市矿区国泰运输股份合作公司（持股 ４７．６７％）。
３、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０－５０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法定代表人：张仁
住

所 ：阳泉市开发区大连路

注 册 资 本 ：１３８３４ 万元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是以工业与民用工程施工、矿山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为主要业务的综合性大型施
工企业，该公司取得了国家一级施工资质等级。
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９３７９．８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９２２６．４６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２６６．４９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张仁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郑平军任副董事长，刘崇智、刘镇、安小剑、段建
平、赵贵生任董事。
除参股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外，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企业还包括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一有限公司（持股 ８８．５７％）、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
三有限公司（持股 ４７．４７％）和阳泉亚美水泥有限公司（持股 ６．８５％）。
４、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
住

康

所：安徽省安庆市湖心北路 １ 号

注 册 资 本 ：５１８９．８ 万元
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成立，主营酒店业、百货、商贸、食品。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８７４．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９７７．１８ 万元，２００２ 年
度亏损 ２３５．２４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王京生任该公司董事长，孙康、王波、张宗言、赵锁清任董事，王付云、张
晋平、郭宝明任监事，孙康任总经理，冯杰任财务负责人。
除参股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外，该公司无其他对外权益投资情况。
５、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靳培宏
住

所：阳泉市北大街 ２０２ 号

注 册 资 本 ：５００ 万元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经营范围
包括钢材、木材、水泥、石油等物资经销、建筑材料制造和销售、机电设备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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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截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０４１．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８９８．３１ 万元，
２００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０．１６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靳培宏任该公司总经理，杨日红、张卫东任副总经理。
除参股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外，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还投资
成立了阳泉市太行物业公司、山西阳泉华益家具装饰厂两家全资子公司，以及阳
泉八方广告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二）发起人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
上述发起人之间不存在相互持股或其他形式的关联关系。

（三）发起人股东对所持股份所做的承诺
上述发起人承诺在《公司法》规定的期限内，不转让或出售其持有的山西国
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起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被质押或存在其他有争
议的情况。

（四）发起人涉诉情况
根据上述发起人的声明，该等发起人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亦不存在
重大诉讼事项。

（五）其他情况
根据公司设立时的改制重组方案，公司与阳煤集团及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签署了《债务转让协议》，三方一致同意将阳煤集团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 １３５，２９０，４５９ 元人民币转让给公司，由公司承担该
笔债务的偿还义务。基于财政部有关政策规定及信达公司对公司信誉、资产质量、
经营业绩、发展前景的综合评价，信达公司太原办事处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与公司
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依据该协议，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期间对该等债务进行清偿，在此基础上，信达公司太原办事处同意免去公司
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期间应支付的该等债务利息共计 ７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１ 年度分别相应减少利息支出 ５３７ 万和 １７９ 万元，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公司的经营压力。与此同时，阳煤集团向信达公司太原办事处出具了担保函，
保证在国阳新能违反《债务清偿协议》而不能按约定清偿债务且阳煤集团持有的
国阳新能股份可以依法转让时，以其所持有的国阳新能股份清偿上述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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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的内部组织结构设置及运行情况
（一）股权结构及内部组织结构图
参见招股说明书本节末。

（二）各生产单位和职能部门的职责划分和实际运行情况
１、公司生产单位的情况
股份公司目前的生产单位包括一矿、二矿（含选煤厂）和第二热电厂。
一矿：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建成，２００１ 年末井田面积 ８３．６１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１０．８７
亿吨，可采储量 ６．１３ 亿吨。矿井设计能力 ２４０ 万吨，核定能力 ３５０ 万吨，实际产
量已连续多年突破 ４００ 万吨。１９９５ 年该矿被原煤炭部授予“高产高效矿井”称号；
１９９８ 年被山西省委、省政府荣记“集体特等功”。
一矿选煤厂：１９６５ 年建成投产的矿井型选煤厂，现采用重介、跳汰洗选工艺，
年处理能力 ４５０ 万吨。
二矿：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建成，截至 ２００１ 年末井田面积 ６２．４２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为 １０．１７ 亿吨，可采储量为 ４．２９ 亿吨。矿井年设计能力 ４３５ 万吨，核定能力 ４００
万吨，近年来先后被评为“特级质量标准化现代矿井”
、
“煤炭工业二级企业”，并
荣获“第八届中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金石奖”。
二矿选煤厂：１９７８ 年 １ 月建成投产，原设计能力为 １５０ 万吨／年，１９９２ 年 ７
月改扩建后，洗选能力增至 ４３５ 万吨／年。该选煤厂现采用重介—跳汰联合洗选工
艺。
第二热电厂：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竣工投产，总装机容量 １．８ 万千瓦，拥有 ３＊０．６ 万
千瓦抽汽凝汽式发电机组，年设计发电量 ９０００ 万千瓦时，供热量为 ８９ 万 ＭＫＪ。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经山西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查，第二热电厂被认
定为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并取得了山西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资格认定证
书。目前，第二热电厂主要承担着一矿生产、生活用电和供热任务。
２、公司各主要职能部门的情况
公司下设六个职能部门，具体情况如下：
综合部：负责公司各种文件的起草、传阅、归档管理；调研和信息的收集整
理；合同管理、经济纠纷和法律事务的接洽和处理；人员的招聘、调配、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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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和统计等人事和劳资的管理；公司的内部审计事务。
财务部：负责制定和执行财务管理与会计制度；编制、控制年度预算；进行
资金的筹划和调度；审核公司下属各单位收支的款项核；编制、审核与保管会计
凭证；登记、处理会计账册；处理有关税务事项；编制结算与决算报告。
生产技术部：负责组织、协调公司日常生产管理工作；掌握生产动态、处理
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编制、修订各种技术操作规程和作业标准；指导公司各生产
单位的生产调度工作；组织公司研究开发工作，调研、实验、开发和推广新设备、
新材料、新工艺等；参与审查新建、改扩建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监督
检查安全生产情况。
供应销售部：负责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设备、物资、材料采购供应；制订
公司的采购、销售计划及铁路运输计划；销售货款的回收和清欠；产品市场信息
的收集和分析。
规划发展部：负责研究制订股份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根据产业政策
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制订公司的投资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和技术改造方案，
开展市场调查，研究制订市场开发计划；编制生产经营计划及各专项资金计划，
并监督其执行情况；编制各项统计资料并汇总上报；管理公司内部施工图设计和
内部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证券部：负责保持与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交所及各中介机构的联系，分析
证券市场的变化，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规范的
披露各种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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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及内部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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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升华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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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华越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供
应
销
售
部

阳泉亚美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威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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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矿

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银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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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业务和技术

一、行业基本情况
（一）行业概况
公司所属的煤炭采掘行业是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之一，亦是典型的资源和劳
动力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其他新兴产业，煤炭行业是一个成熟行业，发展前景相
对稳定，成长性一般，产品的市场需求在较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状况和相关下游
行业发展的影响，属于需求拉动型市场。
１．世界煤炭行业状况
发达国家煤炭行业的发展已经摆脱了单纯依赖资源生产的状况，实现了由资
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化。在实现煤炭生产工艺综合机械化的
基础上，发达国家煤炭开采借助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新成果，向遥控和自动
化方向发展，伴随而来的则是生产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提高。在产品方面，
发达国家的煤炭企业通过洁净煤技术的推广和煤炭液化、煤炭气化技术等高科技
手段的介入，不断改进煤炭产品品质，使之成为比较清洁的能源产品，从而更适
应市场的需求和当今世界加强环境保护的趋势。在行业发展战略方面，先进的燃
烧发电系统将煤炭行业引向了与电力行业并肩发展的新道路，煤、电两个传统的
能源行业在进行了整合后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凸现的优势使煤电结合成为
煤炭行业发展的新亮点。通过多方位的探索、尝试和发展，世界煤炭行业已经一
改往日的污染行业的形象，逐步转变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支柱性能源行业。
２．中国煤炭行业现状
中国是煤炭资源大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占世界煤炭储量总数的 ３３．８％，而就
我国 １１４５ 亿吨的煤炭可采储量分布来说，仅次于前苏联（ ２３．２％）、美国（２３．１％），
而位居第三（１１％）。我国煤炭行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经济结
构调整，煤炭产品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煤炭行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型煤炭企业面临着新
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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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１、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第一，能源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决定了煤炭行业仍将发挥其在能源供给方
面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凭借其丰富的储量，绝对的
价格优势，占有 ７５％左右的份额，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支柱。煤炭的这种支柱地位，
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从我国的资源状况、现实综合国力和战时经
济安全保障来看，主要能源的角色只有煤炭才能担当。
第二，现代科学技术为煤炭行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煤炭作为传统
行业也同样不停地吸取新技术和新的开采、生产工艺。以煤炭液化和气化技术为
例，这两种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煤炭的利用率，而且还开拓了新的煤炭产品品
种，为煤炭成为洁净能源创造了条件。而煤炭清洁开采技术和选煤新技术的突破，
则大大提高了煤的质量，减少了在煤炭产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
第三，宏观政策和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为煤炭行业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环境。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在政策上给予了煤炭行业较大的扶持和倾斜。首先，政府在
“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方针，确定了能源
工业的重要地位，并明确指出煤炭行业要向调整煤炭生产结构、发展洁净煤技术、
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发展资源的综合利用等方向发展。其
次，国务院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起，实行了“关井压产、总量控制、重点扶持国有大
型煤炭生产企业”的煤炭工业发展战略，配合对环保和生产安全的严格要求，坚
决关闭了煤质差、布局不合理、环保不达标、有安全隐患的各类煤矿 ４．７３ 万处。
再次，国家强化了煤炭法制建设，先后出台了《乡镇煤矿管理条例》、《煤炭生产
许可证管理办法》
、
《煤炭法》
、
《煤炭经营管理办法》；此外，各地方也出台了配套
的地方性法规，从而确保煤炭经济运行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都能够
实现有法可依。
第四，煤炭市场形势逐步向好。随着主要用煤行业——电力、冶金、化工、
建材等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煤炭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公司主要无烟煤品种的
市场走势在整体市场的带动下亦呈现趋好态势。我国年产无烟煤约 ２．６ 亿吨，占
全国煤炭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冶金行业高炉喷吹大量使用和
无烟煤电厂的陆续开工建设，无烟煤市场需求量大幅增加。而就无烟煤的出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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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国，但出口份额仍不到 １０％，伴随着整体
国际市场上需求的回升，无烟煤的出口前景乐观。
２、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一，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转产经营是所有煤炭企业迟早要面临的问题，
环境保护的压力和社会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增加，迫使煤炭企业在综合开发上寻找
出路；煤炭生产的特定程序导致企业的长期生产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企业要维持
再生产就要拓宽经营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煤炭行业市场集中度低。煤炭行业因本身进入壁垒低、退出障碍高的
特点而成为一个分散型行业。据统计，全国各类煤炭企业 ４ 万多个，即便是全国
１１１ 家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平均销售煤炭只有 ４２２ 万吨，平均市场占有率不到 ０．４％。
煤炭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导致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

（三）公司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１、同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在煤种上同属无烟煤的北京精煤集团和晋城无烟煤集
团公司。公司产品的主要市场分布在山东、河北、京津、山西和辽宁等地，并在
上述市场范围内具有较明显的区位优势；而北京和晋城地区生产的无烟煤主要供
应东北、华中和华东地区。此外，由于公司无烟煤的质量性能与其他地区产无烟
煤有很大不同，属于年轻的无烟煤，具有可磨性好，低硫，高发热量等特点。
２、公司自身竞争优势与劣势
（１）公司的竞争优势
与同行业企业相比，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优势：公司处在全国煤层气储量最丰富和开采条件较好的矿区。股份公
司一矿的井田面积 ８３．６ 平方公里，目前地质储量 １０．８７ 亿吨；二矿的井田面积
６２．４２ 平方公里，目前地质储量 １０．１７ 亿吨；两矿合计的可采储量为 １０．１４ 亿吨。
第二热电厂则以煤炭选煤过程中产生的中煤和末煤为主要原料，是成本低廉的环
保和热电联供坑口电厂。
规模优势：公司下属一矿、二矿是原阳煤集团的主力矿井，２００２ 年度两矿实
际生产煤炭 ８８０．４２ 万吨，两矿坑口选煤厂的加工能力为 ８８５ 万吨，实现原煤全部
入选。公司收购阳煤集团的洗选煤分公司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洗粉煤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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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烟煤出口基地，年产销能力将达到 １６００ 万吨。
技术和管理优势：公司下属两矿均为现代化矿井，采用先进的综采放顶煤采
煤技术，采煤机械化程度高，采区探测、掘进、通风、运输等环节均使用先进的
设备和工艺。在管理上，一矿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连续被评为“高产高效矿井”，并被
山西省省委、省政府荣记“集体特等功”，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二矿曾获“中
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金石奖”。
品牌和市场优势：公司生产的优质无烟煤享誉中外，
“阳优”品牌是在我国首
家注册的煤炭产品商标。公司的产品有洗大、中、小块，洗粉煤和优质末煤等品
种，其中多个品种获国家、部、省级优质产品称号。公司与宝钢、鞍钢、首钢、
山东鲁能等大型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在东北、华北、山东等地拥有
稳固的市场。在国外市场方面，公司的产品主要出口日本、韩国、巴西等国，与
韩国浦项、巴西制铁、日本新日铁和住友金属等大型钢铁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公司现有的销售网络为进一步开拓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优势：公司在立足煤炭生产、加工、电力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新的
利润增长点，增强企业的发展能力。公司拟新建一座拥有 ４ 万吨／年生产能力的活
性炭厂，对煤炭进行深加工；一座生产能力达 ５ 万吨／年的甲醇厂，对煤层气进行
综合利用。上述两个项目不仅利用了公司现有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而且产品还拥
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能够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通过不断开发新的具有成长性
的项目，公司的长期发展将得到更好的保障。
（２）公司的竞争劣势
公司的竞争劣势，主要是铁路运输的制约。石太线铁路运输基本处于饱和状
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大幅度增加外运量十分困难。针对这一劣势，公司拟采
取大力发展煤炭深加工、煤化工、坑口综合利用电厂的策略，实现煤炭就地转化
和产品升级，既可减少外运量，又能实现产品就地增值。

二、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一）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主营业务
公司注册经营范围包括：煤炭生产、选煤加工、销售，电力生产、销售，目
前公司主要从事煤炭与电力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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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的主要产品情况
１、公司的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公司的产品包括无烟煤产品和电力产品两大类，其中无烟煤产品又主要
分为洗粉煤、洗块煤和选末煤。洗粉煤主要用于冶金行业高炉喷吹；块煤中的中
块用于化肥行业造气，小块用于冶金、机械、化工行业造气；末煤是电厂、水泥
厂的主要燃料。公司第二热电厂生产的电力主要供一矿的生产、生活使用，热力
主要用于工业加热和居民取暖等。
２、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和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和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项目
洗粉煤
洗块煤
选末煤
煤泥
煤炭合计
供热
收入合计

单位
吨
吨
吨
吨
吨
百万千焦

数量（吨）
８５４，３８０
８０５，１７７
２，２８８，６７１
８４，７９９
４，０３３，０２７
——

平均售价（元）
２０４．８７
２７２．２９
１４０．３９
７３．６７
１７８．９８
——

收入（万元）
１７，５０３．９５
２１，９２３．９６
３２，１３１．１７
６２４．６８
７２，１８３．７６
——
７２，１８３．７６

２００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和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项目
洗粉煤
洗块煤
选末煤
煤泥
煤炭合计
供热
收入合计

单位
吨
吨
吨
吨
吨
百万千焦

数量（吨）
１，８５０，８２６
１，５０６，１１３
４，６８４，２７９
１４４，２７６
８，１８５，４９４
——

平均售价（元）
１９６．２７
２５７．５１
１２８．９８
６０．３１
１６６．６３
——

收入（万元）
３６，３２６．６８
３８，７８３．６３
６０，４１７．９３
８７０．１３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２００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和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项目
洗粉煤
洗块煤
选末煤
煤泥
煤炭合计
供热
收入合计

单位
吨
吨
吨
吨
吨
百万千焦

数量（吨）
１，６７４，４５０
１，２３７，７５０
３，７２５，００２
１６６，３２５
６，８０３，５２７
３７１，９８７．００

１－１－０－６０

售价（元）
１９４．４９
２０８．１７
１００．７７
３７．４４
１４１．８３
１２．００

收入（万元）
３２，５６６．８０
２５，７６５．８５
３７，５３６．８４
６２２．８０
９６，４９２．２９
４４６．３８
９６，９３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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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和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
项目
洗粉煤
洗块煤
选末煤
煤泥

单位
吨
吨
吨
吨

数量
１，２４０，０１１
１，１３０，１４０
３，８０２，９６９
４６，７２５

售价（元）
１６９．８１
１９７．８４
９８．３６
４１．８０

收入（万元）
２１，０５６．６２
２２，３５６．２０
３７，４０５．３５
１９５．３１

煤炭合计
供热
收入合计

吨
百万千焦

６，２１９，８４５
１１９，１０３．３１

１３０．２５
１２．００

８１，０１３．４８
１４２．９２
８１，１５６．４０

３、主要产品的性能指标（煤炭产品）
粒度
产品名称 （ｍｍ）
洗中块
洗小块
末 煤
１＃洗粉煤
２＃洗粉煤
３＃洗粉煤

９０－２５
２５－１３
１３－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灰分
Ａｄ ％

全水分
Ｍｔ ％

硫分
Ｓｔ，ｄ ％

１０．０１－１６．００
１２．０１－１７．００
１８．０１－２４．００
１０．０１－１１．００
１１．０１－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１４．００

２．０１－４．００
３．０１－４．５０
４．０１－６．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０．６０－１．００
０．６０－１．００
０．５－２．０
≤０．６５
≤０．８０
≤１．００

发热量
Ｑｎｅｒｔ，ａｒ
ＭＪ／ｋｇ
３０．７３－２９．０６
３０．１１－２８．０２
２６．７６－２４．３８
３０．７３－３０．３２
３０．３２－２９．９０
２９．９０－２９．０６

限下率
％
≤１５．００
≤１８．００

４、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年份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矿井产量（万吨）
５１９．９８
其中：洗块煤产量（万吨）
８０．５２
洗粉煤产量（万吨）
８５．４４
发电量（万千瓦时）
７，３３４．５９

２００２ 年
８８０．４２
１５０．６１
１８５．０８
１２，６５８．３２

２００１ 年
６７２．９３
１２３．７８
１６７．４５
１２，７２６．５０

２０００ 年
６４３．５１
１１３．４６
１２４
１２，２４４．２９

５、主要产品的主要材料和能源供应及成本构成
（１）材料消耗情况
公司煤炭生产所需的主要材料包括木材、钢材、运输带、电缆、火药等，电
力生产所消耗的主要材料则为中煤和末煤。
①２００２ 年公司煤炭生产各主要材料消耗表
原料名称

计量单位

木材
钢材
运输带
电缆
火药
雷管
水泥

立方米
吨
平方米
米
吨
发
吨

消耗量
８，０７１．０８
４，７０３．６５
１４５，２３８．３２
１４２，８９５．００
４１３．２８
７５９，１０１．００
８，７８２．７０
１－１－０－６１

总成本（万元）
７９３．０６
１，３７８．１６
１，５８２．６６
６３３．６４
２０９．７３
７９．１３
２０６．９８

占制造成本比例
１．０９％
１．８９％
２．１７％
０．８７％
０．２９％
０．１１％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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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
截齿
乳化液

吨
个
吨

１，１２２．７９
３３，０７２．００
２８４．３６

５４２．４１
１４３．２５
３４０．１８

０．７３％
０．２０％
０．４７％

②２００２ 年公司电力生产各主要材料消耗表
材料名称
燃料
水费
辅助材料
合计

计量单位
吨
立方米
——
——

消耗量
２４２，３２８．８２
９６３，２８１．００
——
——

单价
５５．３５
２．５６
——
——

金额（万元）
１，３４１．２９
２４６．６０
２５０．７０
１，８３８．５９

（２）能源消耗情况
本公司目前生产所耗用的能源包括水、电、煤、成品油，２００１ 年及 ２００２ 年公
司能源消耗情况见下表：
２００１ 年

项目
数量

２００２ 年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水（立方米）

２，０４５，３４２

３５３．８３

２，２８４，６８７

５８４．８８

电（千瓦时）

２２３，５２２，８６４

５，６９９．１０

２４２，１４６，５９３

６，０６０．８２

２８８，１１９

１，１５９．９７

３２４，４７５

１，７９５．９７

１，４９４，１９２

８１５．１５

１，４０７，１４８

６９８．６６

——

８，０２８．０５

——

９，１４０．３３

煤（吨）
成品油（公斤）
合计

（３）主要产品的成本构成
①原煤制造成本构成
年份

材料

工资

电力

折旧

设备租金

其它

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８．２７

２９．６４

５．４１

４．６７

４．０８

２３．１３

８５．２０

２００２ 年

２１．５２

２０．３０

５．０３

５．４３

４．４３

２６．１５

８２．８６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０８

１７．３２

６．６０

２．８４

１０．９８

１５．５７

７２．３９

（注：其它项目中包括井巷费、修理费、地面塌陷补偿费等）

②电力产品成本构成
年份

材料

工资

电力

折旧

大修

其它

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１

２００２ 年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５

２００１ 年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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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主要产品的生产流程
（１）煤炭产品的生产流程
①矿井原煤生产工艺流程
首先由专业人员根据矿井地质勘探资料，进行包括开拓系统设计、采区设计
和回采工作面设计在内的煤炭开采设计，然后公司按照批准的设计组织实施。在
生产过程中，先掘开拓巷道，再掘准备巷道，后掘回采巷道，掘进生产出的矸石
经排矸系统运至矸石山，掘进生产出的煤炭全部经运煤系统（运输皮带）直接运
至选煤厂进行选煤加工。在煤炭开采的同时，通过瓦斯抽放系统对煤岩层赋存的
瓦斯进行抽放，抽到地面储气罐再供给用户使用，并从井巷向采、掘工作面不断
供给电力、压力风、采掘设备、辅助材料、新鲜空气等。
②选煤厂生产工艺流程
一矿选煤厂工艺流程：矿井生产出的 ３ 号煤层原煤通过运输系统直接进入跳
汰选煤系统中的原煤分级筛，其中大于 ２５ｍｍ 的原煤进入重介系统等厚筛，大于 ４ｍｍ
小于 ２５ｍｍ 的原煤进入跳汰机，分选出洗粉煤装车，小于 ４ｍｍ 的原煤进入末煤仓，
中煤、矸石供发电厂作燃料使用。矿井生产出的 １２ 号煤层、１５ 号煤层的原煤则在
混合后进入重介选煤系统，大于 １５０ｍｍ 的原煤块经篦条筛篦出，大于 １００ｍｍ 的与
１２ 号煤层、１５ 号煤层原煤则经手选混合后进入另一条筛选线。大于 １５０ｍｍ 的原煤
块经手选除去铁器和杂物，再经破碎后与小于 １５０ｍｍ 的原煤及大于 ２５ｍｍ 的 ３ 号煤
层的原煤混合后进入等厚筛，其中，大于 １３ｍｍ 的原煤经重介斜轮分选，中、小块
分别装车供用户，块矸石经排矸系统至矸石山，小于 １３ｍｍ 的原煤进入末煤场或装
车供用户。
二矿选煤厂工艺流程：矿井原煤经运煤系统直接进入蓖条筛筛选，大于 ２００ｍｍ
的原煤经手选拣出铁器和杂物，并经破碎后与小于 ２００ｍｍ 的原煤混合进入原煤筛。
大于 ２５ｍｍ 的原煤进入重介系统等厚筛二次筛分，１３ｍｍ 以上的原煤再经重介斜轮分
选出中、小块装车供用户，块矸石经排矸系统排至矸山，１３ｍｍ 以下的原煤进入末
煤场。小于 ２５ｍｍ 的原煤经等厚筛筛选，６ｍｍ 以下的原煤进入末煤场装车供用户，
６ｍｍ 以上的原煤经跳汰筛选后分出洗粉煤装车供用户，中煤和末矸石供发电厂作燃
料。
（２）发电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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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煤矸石和洗中煤为燃料，将除盐水在锅炉内加热成为过热蒸汽后，进入汽
轮机冲转转子作功，并带动发电机输出电能，电压为 ６０００ 伏，然后经过变压器将
电压升至 ３５ 千伏后，经变电站并网。
７、产品的销售情况和销售前景分析
（１）公司的主要产品及市场份额
公司产品销售客户从行业上划分，主要包括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
其中：电力行业客户包括河北电力、山东电力、华能电力等；冶金行业客户包括
鞍钢、首钢、唐钢等；化工化肥行业的客户多为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胶济线、
兰烟线铁路沿线。在上述特定的市场范围内，公司的无烟煤产品分别占有 ５％－１５％
的市场份额。公司煤炭产品出口近两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国外主要客户包括
韩国浦项、日本新日铁、巴西制铁等。
（２）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主要煤炭产品报告期内的产销情况表
块煤（单位：万吨）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８１
８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
１５１
２００１ 年
１２４
２０００ 年
１１３
平均产销率水平

１５１
１２４
１１３

末煤（单位：万吨）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２８０
２２９
８１．８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２６
３７６
３８５

４６８
３７３
３７８

１１０．００％
９９．２０％
９８．１８％
９７．３１％

洗粉煤（单位：万吨）
产量
销量
产销率
８５
８５
１００％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２４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２４

（３）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前景
从公司无烟煤产品销售的前景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根
据“十五”规划，国家在山东、河北两省新建、扩建无烟煤或无烟煤、贫瘦煤混
烧机组 ６３８ 万千瓦，增加无烟煤需求量 １０００ 万吨，这些电厂都建在本公司铁路流
向沿线上，目前这些电厂已相继投产，为公司扩大煤炭销售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第二，随着国内外冶金行业为了节能降耗，降低焦比，普遍使用无烟煤喷吹技术，
提高喷煤量，对无烟煤喷吹需求量激增，供不应求的状况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改
变。而公司二矿选煤厂经过改造后，洗粉煤年产量得到了提高，将有助于公司在
该市场上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三，公司产品用途广泛，可用于电力、冶金、
化工、建材、机械、供热、民用等行业，还有一部分出口。
８、近三年公司主要供应和销售客户的情况
１－１－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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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０ 年公司执行 １９９９ 年由阳煤集团签订的未变更材料配件采购合同
１５２９７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 ８７８ 万元，共计 １６１７５ 万元，占当年采购总额的 ７２．３６％。
扣除集团公司外，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物资的金额合计 ３９６０ 万元，
占总采购额的 １７．７２％。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向前五大销售客户销售产品的金额为 ３２５５４
万元，占总销售额的 ４０．１１％。
（２）２００１ 年公司执行 １９９９ 年由阳煤集团签订的未变更材料配件采购合同
２１５６ 万元，关联交易合同 ７５５ 万元，共计 ２９１１ 万元，占当年采购总额的 １０．８８％。
除集团公司外，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物资的金额合计 ６４１０ 万元，
占总采购额的 ２３．９６％。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向前五大销售客户销售产品的金额为 ３１６５０
万元，占总销售额的 ３２．８０％。
（３）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物资的金额合计 ６７０６ 万元，占总采
购额的 １６．０３ ％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向前五大销售客户销售产品的金额为 ３３７１８ 万元，
占总销售额的 ２４．７３％。
９、公司生产中的安全措施
公司是以煤炭开采、选煤加工为主的企业，煤炭开采存在着井下瓦斯、水、
火、顶板、煤尘五大安全隐患。公司所属的矿井都是高瓦斯矿井，处于全国瓦斯
涌出量最多的矿区，面对井下瓦斯大这一安全上最大的隐患，公司进行矿井通风
投入，现在矿井生产建有完善合理的通风系统，安装了近１００公里的瓦斯抽放系统，
建立了国际先进水平的瓦斯监测系统，完善和可靠的三大系统防止了矿井瓦斯灾
害的发生。与此同时，公司在煤层气这一新型能源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的发展趋
势下，拟投资建设煤层气利用项目。由于开采是在围岩之中进行，顶板维护好坏
直接关系到生产的进行和安全状况的稳定。针对顶板这一安全隐患，公司所属各
矿投入精力、物力进行了顶板管理技术的改造，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实现加强支护
的工艺改造，在开凿巷道上推行定向断裂爆破，在支护形式上由过去的木支护到
金属支护再发展到现在的锚网、锚索、Ｗ钢带支护。顶板事故由过去安全上的主要
矛盾转化为现在的基本稳定。由于矿井开采历史长，存在空窑的积水问题，公司
保持不间断分析和研究地质预测预报，超前采取防治水患的措施，近十年未发生
井下重大水害事故。在治理矿井煤尘方面，由于公司产煤的煤尘爆炸指数很低，
所以煤尘爆炸威胁在安全上的风险很小，即使隐患影响不大，公司仍坚持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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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体注水，放置隔爆水袋等防范措施。公司不仅从技术、安全装备等方面对安全
隐患进行控制，还制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制度，如《煤矿安全规则》、
《通风瓦斯管理实施细则》等，以加强安全管理力度，规范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操
作，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
１０、公司生产中的环保措施
公司主要污染源产生于煤炭开采、加工和发电厂发电过程。针对煤炭开采过
程中的矿井瓦斯、煤矸石和噪声污染，公司对伴生的瓦斯采用顶板穿层钻孔和顶
板岩石抽放巷进行抽放，并通过利用系统对瓦斯加以利用，作为阳泉市和矿区居
民的生活燃料；煤矸石的堆放采用分层排放、黄土覆盖、周边压实的排放工艺，
杜绝煤矸石自燃，从而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同时每年保证一定量的土地复垦；
通过安装隔声、消声设备和采用噪声较小的立式排气筒等措施将由于主扇运转产
生的噪声控制在国家规定的噪声标准范围之内。针对洗煤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尘
和煤泥水对环境的污染，公司通过在煤尘点设喷雾和抽放设备、在堆放场洒水、
加强对煤泥的回收、实现煤泥水的闭路循环等一系列措施降低煤尘和煤泥水对环
境的影响。针对发电厂锅炉燃烧产生的烟气对环境的污染，公司采用脱硫除尘器
进行治理，除尘效率 ９９．２％，脱硫效率 ８０％，使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达到标准。
经山西省环境保护局确认，公司所属一矿、二矿及第二热电厂符合国家有关环保
的法律法规。
１１、公司产品的质量控制
公司煤炭产品标准的制定依据有：国家标准 ＧＢ／Ｔ３７１５－－－－１９９６；国务院国发
（１９９２）３７ 号文件和国家物价局重工商品价格司编印的“最新煤炭出厂价格目录”
中对产品规格的规定；企业内部煤层的煤质指标和煤的可选性指标；市场需求的
产品煤质指标。
为了不断提高煤炭产品质量，公司在内部围绕产品质量预测、过程控制和检
验把关 ３ 个环节，开展全面质量管理，在全体员工中深化“用户满意才是质量最
终标准”的质量理念，在公司上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公司的
质量控制措施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抓井下原煤质量：①贯彻正确的配采方针，从根本上保证原煤质量。
公司主要可采煤层为 ３＃、１５＃、８＃和 １２＃。为达到产品质量要求，公司提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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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 ３＃煤，合理开采 １５＃煤，严格限制 ８＃、１２＃高硫煤开采的煤层配采方针。②依
靠完善的管理制度，健全的管理机构，为提高原煤质量提供组织保证。把井下煤
质管理划归各矿生产部门直接管理，真正将井下生产与煤质捆在一起，提高了生
产部门抓煤质的主动性。同时，公司还对井下影响原煤质量的因素进行总结、分
析，对井下生产关键质量工序点都制定了质量标准和考核办法，并纳入各矿的作
业规程和责任制考核。加大检查考核力度，促进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
其次，加强选煤加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保证煤炭产品质量合格：在技术保障
方面，公司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对原有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数控
系统全程监控等方式，在生产环节控制煤炭质量；在管理上，大力推行“质数量
管理倒查法”，取得了良好成效。该方法将事后检查变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引
导各矿加强基础工作，强化全员参与质量管理的力度，以达到改善产品质量，适
应市场需求的目的。

（三）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特许经
营权情况
１、公司的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１）生产所需主要设备的情况
本公司拥有的生产设备主要有液压支架、采煤机、掘进机、刮板运输机、转
载机、皮带机、乳化液泵、破碎机、沸腾炉、汽机发电机等，该等设备在未来几
年内完全可以满足生产运行的要求。
（２）主要固定资产的情况（以下数据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项

目

原

值（元）

折

旧（元）

净

值（元）

成新度

１、房屋及建筑物

３２２，９０１，９０３．５１ １１１，８０７，６７９．２１

２１１，０９４，２２４．３０

６５％

２、矿井建筑物

４３３，８６１，２５２．５８ ３３６，５６９，２２３．０６

９７，２９２，０２９．５２

２２％

３、专用设备

５７０，８２７，１００．８８ １６８，４５７，３２２．１９

４０２，３６９，７７８．６９

７０％

４、通用设备

１３４，７１４，２１８．４１

７１，５７３，４０４．９２

６３，１４０，８１３．４９

４７％

５、运输设备

１５，４９９，３６５．７０

６，１８９，０５０．５０

９，３１０，３１５．２０

６０％

１，４７７，８０３，８４１．０８ ６９４，５９６，６７９．８８ ７８３，２０７，１６１．２０

５３％

合

计

２、无形资产和特许经营权的情况
（１）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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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四、（一）”。
（２）采矿权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四、（二）”。
（３）煤炭生产、经营许可证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四、（三）”。
（４）商标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四、（四）”。

三、发行人的技术情况
（一）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技术
１、综采放顶煤技术
综采放顶煤技术是目前国内外厚煤层开采的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具有生产效
率高、成本低的特点。该技术是在厚煤层开采过程中，将工作面布置在煤层下部，
采煤机采下部煤层，而同时将上部煤层从支架后放下来一并运出。工作面落煤、
运输、支护全过程机械化一次采全高，实现连续生产。目前，公司采用该技术生
产的煤量占总产量的 ７０％以上。
２、锚杆、锚索巷道支护技术
传统的巷道支护技术是支设木棚、金属棚等，巷道经常容易被压垮、或出现
损坏。本公司近年来致力于推广应用国内先进的锚杆、锚索支护技术，即通过对
锚杆、锚索施加预应力，增加其抗变形的能力，减小巷道围岩的破坏，提高岩石
的自承能力，最终实现可靠而又有效的支护。该项技术已应用于公司 ９０％以上的新
掘巷道中。
３、煤层巷道综合机械化掘进技术
综合机械化掘进技术是国内、外最先进的煤巷掘进技术，通过该项技术的使
用，落煤、转载、运输全部实现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公司采用该项技
术施工的煤巷占煤巷总量的 ７５％以上。
４、瓦斯治理技术
针对公司所属各矿瓦斯涌出量较大的情况，通过建立瓦斯监测系统，对采掘
作业场所和瓦斯巷等地点进行不间断监测，一旦瓦斯浓度超限，系统将自动切断
工作区电源，停止生产。同时对涌出的瓦斯通过增加瓦斯排放巷、通风稀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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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系统等使之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并可加以利用。

（二）研发情况
１、研发机构的设置和研发工作的承担
公司的研发工作由总工程师负责，在生产技术部下设有科研技术管理办公室，
下属一矿、二矿和第二热电厂也设有相应的科研技术管理办公室。各级科研技术
管理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为：科研项目管理；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的
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经验的收集、完善和组织推广工作。科研技术管理部门和生
产单位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并承担研发任务。
２、研发人员的构成
研发人员包括各级科研技术管理办公室中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各生产
单位中的工程人员和相关的生产人员。在公司承担研发任务的人员中，有 ４０％的人
员拥有中级以上职称。
３、２００１ 年度及 ２００２ 年度研发工作及费用
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共计投入 １９４５ 万元用于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 ２．０１％。其中推广应用锚网锚索支护技术 ７１０ 万元、山区高分辨三维
地震勘探实验研究 ２９０ 万元，其他列入《国阳新能股份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技术开发与
创新计划》的项目 ９４５ 万元。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共计投入 ２２７５ 万元用于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使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６７％。其中重大项目包括：巷道支护改革 ９００ 万元、选
煤厂技术改造 ５０３ 万元、风机改造 ４７０ 万元。

四、企业文化建设
公司对传统的“从严、务实、进取、奉献、求知、创新、严谨、忠诚”的企
业文化，进行整合提升，确立了“诚信创新”的企业精神，
“驰骋大市场、运营大
资本、成就大事业”的企业目标，
“路在脚下、事在人为”的企业经营理念。以此
为精髓，形成公司员工奉行的价值观：
“利润是客户给企业的报酬，美誉是社会给
企业的奖赏，竞争是同行共存共荣的激励，岗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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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一）同业竞争形成的原因及对策
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开始改制重组的准备，鉴于当时股票发行仍实行额度管理，经
山西省政府召开多次论证会对公司的重组方案进行论证，最后确定由阳煤集团将
其所属的、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能力、独立进行财务核算并有良好经营业绩的一矿、
二矿、第二热电厂相关的生产经营性净资产发起设立国阳新能，而集团公司仍保
留三矿、四矿、五矿、新景矿和第一、第三热电厂。由于公司与阳煤集团的主要
煤炭产品均为洗块炭、洗粉煤和选末煤，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因而产生同业竞争；
而公司下属第二热电厂与集团公司发供电分公司所属电厂也同为热电联供型，且
用户均分布在同一地区，因此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同业竞争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现有及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公司已采取下列措施加以解决：
１、阳煤集团已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与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将其与公
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从事煤炭生产及加工和热电生产及销售等相关业务的全部生
产经营性资产、业务和人员委托公司进行经营管理。托管资产的具体范围包括阳
煤集团三矿、四矿、五矿、新景矿、洗选煤分公司、发供电分公司、供应处和销
售分公司。通过本项措施，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解决。
２、公司拟利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阳煤集团下属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分公
司，从而彻底解决在煤炭洗选加工、销售以及发供电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
就此，公司和阳煤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依据该协议，
股份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将以募集资金收购集团公司所属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
分公司；资产转让价格以经评估的、并获得山西省财政厅确认的净资产评估价格
为基础，扣除评估基准日至实际收购日之间的折旧等相关合理减值和费用后的价
格为实际收购价格。收购实施后，阳煤集团在该等业务上将不再拥有与公司构成
同业竞争的资产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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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了进一步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阳煤集团已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
“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资公司和企业除在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之前所生产的产品和进行的经营活动以外，承诺及保证其本身，并促使其
下属各单位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产品或业务竞争的任何活
动。在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各发起人将其自身及其他控股子公司与股份公司生产
经营相同或类似的经营性资产以托管等方式交由股份公司经营管理，或通过配股、
或股份公司收购、或由股份公司兼并以及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逐步投入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对集团拟出售或转让的资产、业务或权益享有优先购买权。”阳煤集团同
时承诺，将不利用其对公司的控股或控制关系损害公司的利益。
４、收购实施后，阳煤集团与公司在原煤的开采及销售方面可能存在的同业竞
争问题，将仍通过委托经营的方式解决。同时，集团公司出具了补充承诺：
“①在
洗选煤分公司委托发行人经营管理期间，非经洗选煤分公司，阳煤集团不以任何
形式与途径进行任何原煤销售；②在洗选煤分公司被发行人收购后，阳煤集团不
以任何形式与途径进行任何原煤销售；③阳煤集团保证其在洗选煤分公司被发行
人收购后所生产的全部原煤供给发行人，并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销售；④
阳煤集团供给发行人的原煤价格，按市场价格执行，具体事宜至发行人收购洗选
煤分公司后实际收购原煤时另行签订协议约定；⑤本承诺及于阳煤集团所属各生
产矿井，并对阳煤集团所属原煤生产单位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将得到解决。

（二）发行人律师和主承销商就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同业竞
争及避免同业竞争有关措施的有效性发表的意见
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如下：
“发行人及阳煤集团已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作出承诺
避免和解决发行人与阳煤集团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且发行人在为其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而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对上述解决和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措施已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所律师未发现发行人对上述解决
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和措施的披露存在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的情形；同时，本
所律师认为，阳煤集团依其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的承诺、保证行事，
就能有效避免同业竞争。”
发行人主承销商认为：
“通过采取前述措施，发行人已有效避免了与阳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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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的、可能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同业竞争；发行人已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同业竞争事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的界定及其基本情况
公司的关联企业包括：作为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具体情
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九、（一）、１、（１）、阳煤集团基本情况”；除阳煤
集团外的其他股东单位，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九、（一）、２、３、
４、５”。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１、采矿权转让：由于煤炭企业所从事的矿产开采业务的特殊性，采矿权转让
成为煤炭企业特有的交易行为。根据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的《采
矿权转让合同》及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签订的《采矿权转让补充协议》，双方约定采
用了一次性交易分期付款的方式，由公司在 ５ 年内支付完毕全部转让费。
２、综采设备租赁：依据原能源部能源煤［１９８９］１０４ 号《关于颁发〈煤炭工业
企业设备管理规程〉的通知》，全国的大型统配煤矿组建了设备租赁站，实行综采
综掘设备的集中管理。鉴于公司拟购置技术较为先进的新设备，所以部分综采综
掘设备未纳入公司的重组范围内。为了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公司目前暂时向集团公司租赁使用部分所需综采综掘设备。待公司完成所需全部
综采综掘设备的购置后，该项关联交易将不再存在。
３、材料及配件的让售：该等关联交易主要是由于公司在设立后有关合同未变
更合同主体导致的，随着合同执行完毕，由此产生的关联交易已消除。目前公司
与集团公司就材料及配件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是由于公司生产急需，而向阳煤集团
紧急采购造成的。
４、电力采购：由于电力输送的特殊性，公司与阳煤集团同处阳泉市矿区电网
系统，因此电力调配必须通过矿区电网进行，从而导致了电力采购的关联交易。
５、其他服务：由于公司及阳煤集团的所在地均为独立矿区，而阳煤集团又拥
有完善的后勤服务体系，所以公司所需的如工人就餐、职工洗浴等后勤服务，在
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仍需由集团公司所属后勤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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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自用煤销售：集团后勤服务所需少量的煤炭，向公司就近采购，可使采购
成本比向社会采购略低。

（三）公司自设立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１、关联交易内容和规模
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发生在与集团公司之间的材料和配件的让
售、供电、综采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自用煤炭销售和提供综
合服务等方面。其中，集团公司向股份公司提供材料、配件、综采设备租赁、土
地租赁、房屋租赁和综合服务；股份公司则向集团公司提供少量的材料配件、自
用煤的让售以及中修服务。导致公司与集团公司在材料和配件让售方面的重大关
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的材料和配件采购计划和采购合同是在
１９９９ 年末制定和签订的，当时股份公司还未成立，所以采购合同的签订主体仍是
集团公司，２０００ 年度未变更的材料采购合同金额 １１９０４ 万元、配件采购合同金额
３３９３ 万元；２００１ 年度未作变更延续执行的材料采购合同金额 １９４８ 万元、配件采
购合同金额 ２０８ 万元。２００１ 年新增关联交易主要为采矿权转让和资产委托经营管
理，而 ２００２ 年度关联交易内容与 ２００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内容相同。具体关联交易
内容、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例见下表：
（１）购货
单位：万元
交易金额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８５．８１

５１２．５０

６２９．７０

７０２．２０

材料让售＊

——

——

１９４８．００

华越公司

材料让售

——

１０３．２２

亚美水泥

材料让售

２５０．１６

威虎化工

材料让售

奥轮胶带
阳煤集团

关联方
阳煤集团

华越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２．９２％

２．３４％

４．１８％

４．６０％

１１９０４．０

——

——

１２．９０％

７８．０６％

２０１．０９

——

——

０．４７％

１．３４％

——

２４５．００

２６０．７３

——

３．９３％

１．１２％

１．７４％

——

２３５．６８

４６５．０９

４１１．５０

——

３．７１％

２．１２％

２．７４％

——

材料让售

３７７．５３

１６７．０３

６８．７５

——

５．９４％

０．７６％

０．４６％

——

配件让售

５８．９７

１１０．４５

１２５．１６

１７６．１３

５．７１％

２．７２％

０．８３％

４．９３％

配件让售＊

——

——

２０８．００

３３９３．００

——

——

９．７４％

９５．０７％

配件让售

４１．８０

２８０．０８

１１３．７６

——

４．０５％

６．９３％

３．６１％

——

交易内容
材料让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占同类业务比重

１－１－０－７３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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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因为合同主体未变更而导致的关联交易
注 ２：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均为市场价。

（２）销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发生年度

交易金额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占同类业务比例

定价原则

２６．１７

０．０４％

２００２ 年度

４３７．０７

０．３２％

２００１ 年度

３２０．５５

０．３３％

２０００ 年度

２７３．３２

０．３４％

让售配件

２０００ 年度

２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市场价

让售材料

２０００ 年度

４７７．９３

３５．９０％

市场价

中修服务

２０００ 年度

８８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协议价

自用煤让售

阳煤集团

协议价

注 １：发生年度未列的均系当年该项关联交易未发生

（３）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综采设备租赁

阳煤集团

供电

租赁土地

租赁房屋

发生年度

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６５２．３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２ 年度

３８９８．４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

６１３４．６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０ 年度

７５１１．２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５６４．５９

４１．８３％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９０４．８１

４０．３４％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６１１．３６

３１．９０％

２０００ 年度

２６５４．３１

４９．７８％

——

——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５．８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

１５．８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５．８３

１００％

——

——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１－０－７４

定价原则
协议价

市场价

协议价

协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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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经营资产

采矿权转让

华越公司

奥伦胶带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１．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

１１．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１．８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５３．０２

１００％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１５．２６

１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７６．７７

２５．６８％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５８９．７７

６５．２７％

２００１ 年度

７０７．０４

７３．９５％

——

——

１０７６．０９

２７．１２％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１８．９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２ 年度

４１．２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８．１５

６８．２６％

其它服务

见下表

设备大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设备大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升华公司

通信费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协议价

市场价

（４）与阳煤集团发生的其他服务内容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０ 年

结算价格

标化服务

１４．３４

１０９．２７

２１０．２１

２２０．００

厂区卫生

５５．６１

１２３．７４

１２４．６６

３６．６６

供水

４０２．９３

３０１．３０

１９１．９１

１６０．７０

２．５６ 元／Ｍ３

供暖

１１５．３５

２３０．５４

２０９．５１

６４６．０９

１２ 元／百万千焦

生产澡堂

４８．９６

１０４．６４

１５４．２８

１５４．２５

１１．５０ 元／人．月

班中餐

１０．２９

１２０．１８

３４８．１３

２９１．７９

通信费

——

——

１３．０９

４４．１２

６４７．４８

９８９．６７

１２５１．７９

１５５３．６１

合计

１－１－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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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说明
（１）综采综掘设备租赁：依据原能源部［１９８９］１０４ 号《关于颁发〈煤炭工业
企业设备管理规程〉的通知》，《煤炭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成本管理办法》，
本项设备租赁交易的租金包括固定资产基本折旧费、按综采综掘设备原值 ５％提取
的设备大修费（其它设备的大修费按设备原值的 ２．５％提取）以及按设备原值的 ０．５％
收取的租赁管理费。
设备租金合同数据是年初根据生产计划确定的使用设备台数与天数为依据
计算而得，而在实际工作中会因生产条件的变化等原因而导致使用设备类型、型
号、台数、天数与计划不同。针对这种情况，公司与阳煤集团在《设备租赁协议》
第十一条第二款中约定：“双方同意本协议所述之设备租赁年租金暂定为 ７５００ 万
元人民币；如遇国家有关政策变化而对该租金水平有较大影响时，协议双方应协
商调整；如乙方经甲方同意，变更租赁的设备或者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调整租赁的
设备，则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结算。”根据这一约定和公司 ２０００ 年实际使用设备
类别、台数、天数的情况，２０００ 年度公司应付设备租金 ７５１１．２９ 万元，与年初计
划租金 ７５００ 万元相差 １１．２９ 万元，造成 ２０００ 年实际发生的租金与签订的《设备
租赁协议》暂定的租金不一致。
公司设立后，从公司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考虑，开始自行采
购综采设备，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自行采购综采设备金额分别为 ４３１２ 万元、
８０６７ 万元和 １４１８２ 万元。随着公司自有设备的增加，租赁设备相应减少，租赁费
也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５１１．２９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１３４．６４ 万元。２００２ 年，公司租赁
综采设备费用为 ３８９８．４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３６．４６％和 ５１．６８％。
预计至 ２００４ 年，公司可全部购置齐全综采综掘设备。公司可依据设备租赁协议中
有关条款，终止协议，届时该项关联交易将彻底解决。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公司租赁设备租金分别占当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的 １６．９６％、１１．３４％和 ９．１６％。虽然该项租赁行为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暂时的
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远不足以危及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２）土地使用权租赁：租赁费 １．０３ 元／年平方米。根据山西省土地局签发的
晋土管（籍）字 ６１ 号文《关于下发阳煤集团拟设立的山西国阳新能股份公司用地
地价评估结果的通知》确定的土地评估值为 ３２９８．８５ 万元，根据山西省国土资源
厅所签发的晋国土资函［２０００］１６２ 号《关于对阳煤集团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批复》
１－１－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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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阳煤集团可按评估值的 ２０％缴纳土地出让金。股份公司支付的土地租赁费在综
合考虑上述金额及土地使用税等税收因素的基础上计算得出。
具体计算说明如下：
阳煤集团应交土地出让金：３２９８．８５ 万元×２０％＝６５９．７７ 万元。
综合考虑税金等，取 １．２ 的系数，即：
６５９．７７ 万元÷５０（年）÷１５３７７４．９（Ｍ２）×１．２＝１．０３ 元／年．Ｍ２
（３）供电：２００２ 年度电价标准为 ０．２８ 元／度，定价依据是山西省物价局签发
的晋价管字［２００２］第 ３３０ 号《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山西省疏导电价矛盾和实现城
乡居民用电同价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４）供水：２００２ 年度水价标准为 ２．５６ 元／立方米，执行阳泉市物价局和阳泉
市建设委员会文件阳价价字［２００１］１２３ 号《关于调整城市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中的
标准。
（５）房屋租赁：租赁费 ３０ 元／月？平方米，是根据山西省建设厅晋建房字
［１９９５］３３０ 号《关于转发〈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通知》确定的。
（６）综合服务项目：材料及配件采用阳煤集团采购价，供暖为 １２ 元／百万千
焦，澡堂每人 １１．５ 元／月，其他有政府或行业定价的，采用政府或行业定价；无
此定价的，由双方依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或成本价予以确定。
（７）支付采矿权转让款：依据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的《采
矿权转让合同》及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签订的《采矿权转让补充协议》，自 ２００１ 年
度起，公司需在 ５ 年内向集团公司支付全部采矿权转让款 １１５１２．５６ 万元。该采矿
权转让款系经国土资源部确定的、由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评估的采矿权价
值。
（８）向集团公司收取资产托管费：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印发的国资
企发［１９９４］９ 号文《关于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中规定：
“企业可以将其在分离时被分离出来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以租赁或有偿委
托管理等方式交由股份公司使用，但必须有明确的出租方和委托方订立合同，规
定占用期限和占用条件”。为解决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根据上述文件
的精神，公司与阳煤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合同约定，集
团公司需向股份公司支付在委托经营管理期间委托资产所产生税前利润的 １０％计
算、但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的托管费。
（９）通信费项目：依据由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山西省物价局通信管联［２００１］２
１－１－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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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关于山西省本地网电信资费结构性调整的通知》确定的资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协议
１、
《综合服务合同》及《综合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公司与阳煤集团之间相互
提供让售材料、让售配件、原煤供应、供电、标化服务、厂区卫生、供水、供暖、
澡堂、食堂就餐等综合服务。上述各项服务费用有政府或行业定价的，采用政府
或行业定价；无此定价的，由双方依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或成本价予以确定。合
同的有效期为１０年。
２、
《房屋租赁合同》：公司租赁使用阳煤集团办公楼内面积为 ３３０ 平方米的房
屋作为办公用房，月租金为 ３０ 元／平方米，并由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前 ３０ 日
内向集团公司支付该等房屋的租赁费，合同有效期三年。
３、
《设备租赁协议》：公司租赁使用集团公司综采设备、综掘设备及相关附件，
年租金暂定为 ７５００ 万元，可以根据实际租赁情况进行调整。租赁费应在每一会计
年度结束前 ３０ 日内支付。协议有效期为 ５ 年，自该等设备交付使用起计算。
４、《委托经营合同》：公司与阳煤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该合同。集团
公司将所属未投入股份公司的从事煤炭生产的其他煤矿、从事煤炭加工选煤的选
煤厂、电厂及其销售等相关之全部经营性资产、业务及人员除资产处置权以外的
其他权力全部交股份公司行使，由股份公司自行委派人员对该等资产、业务及人
员进行管理并对集团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等问题行使全面决定权。
委托经营的期限为该合同签署生效之日起至所委托经营的单位破产或依法撤
销或注销或者有关资产被股份公司或除股份公司发起人之外的第三人依法兼并、
收购等之日止。
资产托管费以股份公司受托进行经营管理期间该等相关资产所产生的税前利
润为基数，以所得税税前利润的 １０％作为股份公司接受集团公司委托对相关资产进
行经营管理期间的托管费；但资产托管费每年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托管费由集团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九十日内向股份公司支付。
５、《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公司租赁使用集团公司 ５８ 宗
土地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 １５３７７４．９ 平方米，年租金 １．０３／平方米，在每一会
计年度结束之前 ３０ 日内支付。如国家有关政策变动对租金水平影响较大时，双方
可经协商后对租金进行调整。协议有效期 ５０ 年。
６、《采矿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公司以经国土资源部确认的一矿、
二矿的采矿权评估结果为依据，按 １１５１２．５６ 万元的转让总价款向集团公司协商受
１－１－０－７８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让两矿的采矿权；该转让总价款分 ５ 年付清。
７、《注册商标转让协议》：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签订该协议。
双方约定集团公司将其合法拥有的“阳优”商标无偿转让给公司，自注册商标转
让申请被核准后的次日起，公司合法拥有该等注册商标的所有权，同时公司有权
在商标注册证所核定使用的类别及其产品上使用该等注册商标。而集团公司将不
再拥有对该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但有权依法无偿使用该注册商标。
８、《资产收购协议》：公司与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该协议，双方
约定待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以募集资金收购集团公司所属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
分公司；协议规定本项资产转让价格以经评估的、并获得山西省财政厅确认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在扣除了评估基准日至实际收购日之间的折旧等相关合理减
值和费用后的价格为实际收购价，收购价款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３０ 日内一次性支付。
该协议还对收购的其他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经山西中新资产评估事务所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分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分别
为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和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

（五）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公司独立董事对其发表的
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已分别于 ２００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０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关联股东在表决时遵循了回避原则。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根
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依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中赋予独
立董事的权利，认真的阅读了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议案、决
议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与集团公司签署的下列关联交易协议：
《综合服
务合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设备租赁协议》、《采矿权转让合同》、《注册
商标转让协议》、《房屋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合同》、《资产收购协议》以及其
他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诚信、勤
勉和独立性的原则，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股东之间签
署的关联交易合同和协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各项
原则。发行人自设立后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履行了法定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关联交易的定价严格执行了有关政策法规
的规定，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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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股资金运用产生的关联交易
１、收购项目
公司拟运用部分募股资金受让阳煤集团下属发供电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司的
资产，双方就此事项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该项交易已经股
份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由山西省财政厅签发晋财企［２００１］７４
号《关于同意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偿转让发供电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
司的批复》批准同意。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对收购集团公司发供电
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司的相关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及有利益冲突的董事已回
避。有关该收购项目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二、
（一）
、
（二）”。
２、收购后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况
（１）收购后新增的关联交易
在公司完成对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分公司的收购后，可能与阳煤集团增加
如下关联交易：①公司向集团公司收购原煤。由于洗选煤分公司下属三、四、五、
新景矿选煤厂均属于坑口选煤厂，入洗原煤来自于对应的各矿，因此，在收购实
施后，公司需向集团公司收购原煤。按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实际原煤入洗量测
算，预计每年须向集团收购原煤约 ６２１ 万吨，预计占年度入洗原煤量的 ５０％。以山
西省价格事务所 ２００１ 年认证价格的每吨原煤收购价的中间价 ７２．５ 元计算，此项
关联交易规模约为 ４５０２２．５ 万元。②公司向集团公司供应电力。在收购集团公司
下属发供电分公司后，公司的发电能力将超出公司自身对电力的需求，而集团公
司由于不再拥有发供电业务，所以，公司与集团公司目前供电关系将出现转变，
由目前的集团公司向公司供电变为由公司向集团公司供电。在综合考虑公司第二
热电厂的发供电能力、集团公司发供电分公司的供电能力以公司自身对电量的需
求的基础上，预计收购后公司每年将向集团公司供电 ８８００ 万度，以 ２００１ 年政府
规定的上网电价计算，此相关联交易的预测规模达 ２５５２ 万元。③公司将向集团公
司租赁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分公司 ５８ 宗、共计 ２５３８９３．７２ 平方米的生产经营、
办公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该等土地的评估处置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
一节 二、（一）、８、（４）”。
（２）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和程序
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允性，公司制定了如下重大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
根据原煤收购和电力供应的特殊性，公司将在每年年度董事会对该等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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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本年度的执行情况和下一年度需要进行调整的事项做出决议，并要求与关联方
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就该等事项进行表决时予以回避。
若有关关联交易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董事会需在作出决议后二个工作日内予
以公告。同时该关联交易须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其中，
变化幅度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的，应报董事会批准；变化幅度在 ３０００ 万
元以上的，应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是否有利的意见，公司应当在关联交易
的公告中特别载明：
“此项交易需经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同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就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主要假设及考
虑因素。上市公司应当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交易的详细资料。
公司将披露独立董事对该等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根据公司治理准则和独立
董事规则的要求，公司须就独立董事对该等关联交易的意见予以公告。
公司董事会应当根据客观标准对关联交易事项做出判断。如果董事会认为必
要，或股东大会提出要求时，可聘请专业市场调查或价格认证机构、专业评估机
构或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拟进行的关联交易事项做出专业判断，并就该项内容做
出详细披露。
（３）原煤收购的承诺
针对公司在收购洗选煤分公司后需向集团公司收购原煤的情况，集团公司出
具了专项承诺，具体承诺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本节“ 一、
（一）、４”。该项承诺
保证了公司对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实施收购后，入洗原煤来源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也为合理、公允地确定原煤收购价格提供了可比性，为该等关联交易信息披
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供必要的判断依据。
（４）原煤价格确定程序及监督制度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公司要对原煤收购价格进行及时调整。具体方
法是，公司于上年 １２ 月上旬聘请价格事务所对原煤市场价格进行调查，由价格事
务所收集该年度阳泉及周边地区原煤的销量及平均售价，参考山西省物价局煤炭
行业定基物价指数，结合市场变化趋势预测和国家政策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该
年度阳泉及周边地区的原煤销售价格调查报告和认证结论。公司以物价事务所提
供的价格为依据，结合托管矿井原煤生产成本等情况，对下一年度原煤收购价格
提出调整方案，并将方案连同价格事务所编制的调查报告、认证结论等文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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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董事会通过后报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对价格事务所
提出的报告和结论有异议的，可自行聘请有关专业机构重新进行评定。
（５）电力销售价格确定机制
由于电力产品的特殊性，目前价格由国家有关部门确定。根据公司确定的该
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在电力产品未改变国家定价时，该等关联交易价格将严格
执行国家定价并作详细披露。若电力产品的价格由市场确定，则公司销售给集团
公司的电力价格按集团公司外购电力的价格确定。因为公司收购发供电分公司后，
三个电厂的发电量大于股份公司的用电量但小于公司和集团公司的总用电量，集
团公司每年仍需向阳泉市购买一定数量的电力，因此，公司销售给集团公司的电
力价格将以市场价格确定。
（６）土地租赁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收购未包括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需向集团公司租赁土地。该等土地的使用权已由山西博瑞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评估，并已在阳泉市土地管理局备案，待集团公司办理了相关出让手续后，即
可租赁予公司使用。拟收购项目需租赁土地 ５８ 宗，总面积 ２５３８９３．７２ 平方米，经
评估总地价为 ７４７８．８２ 万元，以土地出让金按有关规定的 ４０％计算，集团公司需交
纳的出让金为 ２９９１．５２ 万元，按租赁 ５０ 年计算年租金 ５９．８３ 万元，不属于金额较
大的关联交易，且土地使用费以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确认的土地出让金、土地使用
年限等确定。

（七）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所采取的措施
１、规范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
①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的制度安排：公司为规范关联交易，在公司章程中
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八、（一）”。
② 关联交易的决策制度：参见本招股说明书本节“二、（六）、２、（２）”。
③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司在信息披露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披露做出
了详尽的规定，以保证所有投资者可以及时、准确的获取公司有关关联交易的真
实信息。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十二节 一”。
２、减少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
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公司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与集团公司之
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公司设立后，开始自行采购综采设备。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１ 年自行采购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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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金额分别为 ４３１２ 万元和 ８０６７ 万元。随着公司自有设备的增加，租赁设备相
应减少，租赁费也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５１１．２９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１３４．６４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租赁费为 ３８９８．４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３６．４６％和 ５１．６８％。
预计至 ２００４ 年，公司可全部购置齐全综采综掘设备，届时该项关联交易将得到消
除。
（２）２００１ 年起公司供销部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材料和配件的采购，并签订
相应的采购合同。仅此一项就大幅度降低了公司与集团公司在材料和配件让售方
面的关联交易规模，２００１ 年双方在该项目上发生的关联交易无论从金额还是占同
类业务的比重都呈现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１ 年全年该项目的关联交易规模仅为 ２９１１
万元，比 ２０００ 年下降 ８２％，占 ２００１ 年全年采购量的 ２１．８５％。２００２ 年度，没有发
生因合同主体未变更而导致的关联交易。针对目前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由于生产
急需，临时采购材料及配件的关联交易，公司将通过合理安排材料采购计划以及
加强生产单位材料需求状况的信息跟踪等途径予以尽量避免。
（３）２００１ 年起，公司已停止向集团公司让售材料和配件，并取消了对集团公
司提供设备中修的业务，相应减少了该项关联交易。

（八）有关中介机构对发行人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所发表的意见
１、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发表如下意见：
“经合理查验，本所律师未发现上述合同或／和协
议所列之交易价格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利益的内
容；为维护发行人以及发行人中除关联股东以外其他股东的利益，上述合同或／和
协议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发行人独立董
事也已就上述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发表了无保留的独立意见，故此，本所律师认
为，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具有相应的公平性，且发行人已将上述关联交易在其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及摘要中进行了披露。”
２、申报会计师意见
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会计处理及披露情况进行审
核，出具了（２００３）晋天元审［２００３］０５１０ 号关联交易专项审核报告，认为：
“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的会计处理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及《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
问题暂行规定》的规定，并已按《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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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披露，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对贵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
３、主承销商意见
主承销商对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尽职调查，认为：
“公司在进行以上关联交易过程中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关联交易的定价严格执行了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其中综采设备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供电、供水、房屋租赁、采矿权费支付、通信费项目均采用国
家定价和评估值为依据，材料及配件为阳煤集团采购价，供暖等其他综合服务项
目采用同类业务市场价或以成本为基础的协议价，托管采用托管所需费用为基础
确定。因此，公司现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体现了公平原则，并能确保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采购材料和配件、
租赁部分综采综掘设备及受让采矿权方面的重大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生产
经营需要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公司已就其中采购材料和配件、租赁综采
综掘设备两项关联交易，采取了有效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关联交易规模逐年减
小。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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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简介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
石盛奎先生，５４ 岁，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山西国阳新
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党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任组干科科长，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任多种经营管理处副处长，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多种经营管理处处长，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原
阳泉矿务局副局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４５５０８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白

英先生，４６ 岁，中国国籍，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山西国阳新

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１９８０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总务处
财务科科长，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任五矿副总会计师，１９９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任五矿副矿长，１９９２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财务处副处长，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副总会计师，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阳
煤集团总会计师。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４５５１８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李宝玉先生，５７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阳煤集团总工程师。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原阳泉矿
务局四矿总调度长，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任机电科副科长，１９８６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任副矿长，１９８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任五矿调度室主任，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任副总工程师，１９９０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副矿长，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任矿长，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任原矿务局副局长。
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４５５７５ 元，全部来源于集团公司。
张 仁先生，４７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二处工程科副科长，１９８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任建筑工区
主任，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任三处副处长，１９９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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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宏厦建筑工程公司三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３２６３６ 元，全部来源于山西
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孙 康先生，３９ 岁，中国国籍，硕士学位，经济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２ 年任北京军区后勤
部企业局计划科科长，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４ 年任海南正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主任。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５４８６８ 元，全部来源于安庆大酒店。
李国基先生，５４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济师、董事会秘书。１９８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任原阳泉
矿务局一矿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局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主任，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阳煤集团副总经济师
兼董事会秘书处处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３２５８６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
夏冬林先生，４２ 岁，中国国籍，博士学位，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兼任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会计学会学术委员、
中国审计学会理事、
《会计研究》编委、
《中国财务与会计研究》执行编辑等职务。
夏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进入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深造，分别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４ 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
学位；１９９７ 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２０００ 年，参加哈
福大学商学院 ＣＰＣＬ 项目。曾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系助教、讲师、副教授，中华财
务会计咨询公司项目经理、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夏先生主
攻方向为公司治理与会计管制、管理控制、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与分析。夏先生
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仅由本公司提供每年 ５ 万元的独董津贴。
黄聪明先生，６２ 岁，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教授。现任北京理工大学化工与
材料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黄先生毕业于北京工业
学院化工系高分子专业，曾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进修，并于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期间作为
高级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圣母大学。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助教、讲师、副教授，
国家高新技术（ ８６３ 计划）新材料领域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黄先生不在本
公司领取薪酬，仅由本公司提供每年 ５ 万元的独董津贴。
李维安先生，４６ 岁，中国国籍，经济学和商学（管理）双科博士，教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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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现代管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南开大学国
际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管理学会会长、
《中国管理评论》主编。李先
生分别于 １９８８ 年和 １９９３ 年取得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１９９６ 年取得日
本庆应大学商学（管理）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日本一桥大学客
座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日
本东洋大学客座研究员。李先生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仅由本公司提供每年 ５ 万
元的独董津贴。
本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二）公司监事会成员
李彦璧先生，５１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政工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阳煤集团纪委书记。１９８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任原
阳泉矿务局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科员，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任副主任，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任主任，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任阳煤集团四矿党委书
记。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３５４６５ 元，全部来源于集团公司。
贾冬至先生，５８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阳煤集团党委常委。１９７５ 年 ２ 月至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任原阳泉矿
务局机厂联合车间党支部副书记，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任劳资科副科长，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任机厂党委组织部部长，１９８３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任
机厂党委副书记，１９８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阳煤集团机电总厂党委书记。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２５９１５ 元，全部来源于集团公司。
廉

贤先生，４６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阳煤集团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财务处副科长，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任财务处科长，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任财务处副处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２２５５３ 元，全部来源
于集团公司。
段千寿先生，５１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工程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股份公司二矿党委书记。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任原阳泉矿
务局五矿副矿长，１９８８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任四矿副矿长，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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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任二矿副矿长，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矿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４６０１８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胡志宏先生，５７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股份公司一矿党委书记。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任原阳
泉矿务局一矿工会宣传部部长，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任选煤厂副厂长，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任宣教科长，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任一矿党委宣传
部长，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任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
阳煤集团一矿党委书记。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４７９８３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吴景厚先生，５０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会计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部部长。１９８４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企业处预制厂副厂长，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任原阳
泉矿务局财务处副科长，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任阳煤集团财务处科长、副处
长。２００２ 年收入 １３２４８ 元，全部来源于集团公司。
张润为女士，５３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股份公司一矿党委副书记。１９７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任原阳
泉矿务局团委副书记，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任综合服务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任局工会女工部部长，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
阳煤集团工会副主席。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２０２２６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本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李国基先生， 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参见本节“一、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
部分的相关介绍。
石焕小先生，５３ 岁，中国国籍，中专文化。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股份公司一矿矿长。１９８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一矿北
丈八井副主任，１９９１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任主任，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任安监处处长，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阳煤集团一矿副矿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
入 ４７８７０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郭福生先生，５２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工程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股份公司二矿矿长。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任原阳泉矿务
１－１－０－８８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局一矿北四尺副主任，１９８８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一矿副矿长，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任阳煤集团五矿矿长，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
阳煤集团安全监察局副局长，２００１ 年 ４ 月任二矿矿长。 ２００２ 年收入 ２２３１６ 元，
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张思维先生，４７ 岁，中国国籍，大专文化，会计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部长。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财
务处生产财务科副科长，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阳煤集团财务处成本科科长。
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１７５３８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四）核心技术人员
赵岩峰先生，４０ 岁，中国国籍，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现任山西国阳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赵岩峰先生在矿井锚索支护技术、岩巷新工艺开拓等方
面有很深的造诣，曾荣获山西省煤炭系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阳泉煤业集团科技
进步特等奖、一等奖等奖项。现任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生产技术
部部长。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任原阳泉矿务局生产技术处开拓科副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任科长，１９９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任阳煤集团生产技
术处副处长。２００２ 年度收入 １７６２７ 元，全部来源于股份公司。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关联单位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的关联单位

在关联单位所任职务

李宝玉

董事

阳煤集团，控股股东

总工程师

张仁

董事

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孙康

董事

安庆大酒店有限公司，股东

总经理

李彦壁

监事会召集人

阳煤集团，控股股东

纪委书记

贾冬至

监事

同上

党委常委

廉贤

监事

同上

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

吴景厚

监事

同上

审计部部长

董事长、总经理

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兼任关联单位职
务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１ 、上述人员不存在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２ 、上述人员的家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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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上述人员不存在通过其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
况。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１、本公司未与上述人员签订借款、担保等协议。
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互相之间没有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系和旁
系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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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一、关于股东和股东大会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
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会议；依照其所
持有的股份份额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依照
法律、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
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与其享有的权利相对应，股东也要承担下列义务：遵守公司章程；依其所认
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
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选举和更换
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审
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对公司发行债券作出决议；修
改公司章程；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审议代表公司发行在外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提案；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听取董事会、监事会关于董事、监事履行职
责情况、绩效评价结果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拟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
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于董事会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设董事长 １ 名，独立董事 ３ 名。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董事无需持有公司股份。董事需保证有足够时间和
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公司法》第 57 条、第 58 条规定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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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结束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董事由股
东大会从董事会或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提名的候
选人中选举产生或更换。董事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以累积投票方
式选举，每一股份在选举每一董事时有一票表决权。获选董事按拟定的董事人数
依次以得票较高者确定。前款所称累积投票是指在选举两个以上的董事席位时，
股东所持的每一股都拥有与应选董事位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所有投票
权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董事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从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会行使下列主要职权：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执
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
股票或者合并、分立和解散方案；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风险投资、
资产抵押及其他担保事项；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
度；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
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
作；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通
知全体董事。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须以书面形式提前十天通知，但在特殊
或紧急情况下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及以通讯方式表决的临时董事会除外。董事会会
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会议日期和地点；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知的日
期。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
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董事会决议表
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票表决。每名董事有一票表决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
分别是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其中，战略委员会成员 ４ 人，
石盛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其他成员为李维安、黄聪明和李宝玉；审计委员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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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４ 人，由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夏冬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成员还包括白英、李宝
玉和黄聪明；提名委员会成员 ４ 人，由黄聪明先生任主任委员，李维安、孙康和
张仁任成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４ 人，独立董事李维安先生任主任委员，其
他成员还包括白英、李国基和夏冬林。
董事会已在《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制定了相应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则。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需经董事
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需要由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
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
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对以上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审计委员会主要职权包括：提
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负责内部审计
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查公司内控制度，对
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计等。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人选、
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选择并提出建议。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则重点负责制定公司董
事及经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及薪酬政策和方案，并对上述人员进行考核。
《董事会议
事规则》中还规定，各专业委员会除审计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外，其余
专业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三、关于监事会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７ 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召集人 １ 名。监事会召集
人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该召集人指定一名监事代行其职权。
按照公司章程，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公司董事、总经
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
进行监督；监事会发现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
司章程的行为，可以要求其停止该等行为，也可以向董事会、股东大会反映，并
可以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列席董
事会会议；听取关于监事履行职责情况、绩效评价及其薪酬情况的报告；本章程
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监事会行使职权时，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性机构给予帮助，由此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送达
全体监事。召开临时监事会应提前五日以书面或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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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
通知的日期。监事会的议事方式为：以会议方式进行。监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
一以上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监事有一票表决权。监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
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过半数通过。

四、关于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及实际运作情况
（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１、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具有法律
法规所要求的独立性；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
２、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在公司或者公司
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１％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在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为公司或其附属企
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中国证监会认定
的其他人员。

（二）独立董事的提名、职务任免和任期
独立董事由股东大会从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
分之一以上的股东提名的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未被提出异议的候选人中选举生产
或更换。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
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
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三）独立董事的义务和权利
１、独立董事的职责：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
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
益，尤其应当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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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
影响；独立董事每年为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独立董事除履行董事职责外，还应当对以下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
立意见：重大关联交易；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薪酬；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事项。
２、独立董事的职权：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具有以下特别职权：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
成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的关联交易）应由独
立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
询机构；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
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３、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以下重大事项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提
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公
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企业对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３００ 万元或
高于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５％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以及公司是否采取有
效措施回收欠款；独立董事认为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章程规定的其他
事项。

（四）独立董事的实际运作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选了三位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的情况简介，请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一、（一）”。独立董事发表
了声明，拥有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完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作出独立判断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设
立独立董事的有关规定和独立董事需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的要求，认真
阅读了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议案、决议及对公司生产经营有
重大影响的下列关联交易协议：
《综合服务合同》
、
《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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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协议》、《采矿权转让合同》、《注册商标转让协议》、《房屋租赁合同》和《委
托经营合同》。独立董事本着诚信、勤勉和独立性的原则，对上述文件发表意见。
意见的具体内容，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二、
（五）、２”。独立董事还依照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经营的稳健性给予了充分关注，对公司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的计提情况发表了专项意见，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四、（六）”。

五、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公司基于长远发展的需要，建立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理体系，制定了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考评、激励和约束机制。
选择机制：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择聘任，任期为三年，可连选连任。
选择主要有外部招聘和内部选拔两种方式。
考评机制：由公司董事会按年度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绩和履职情况进行
考评，考评结果作为高级管理人员调薪、晋升、调动、辞退的主要依据，以实现
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激励机制：公司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物质激励
包括公司提供的薪资和晋升机会，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引入期权制度，实现高级管
理人员与公司利益的充分结合；精神激励包括通过评优推选实现其个人价值，增
强其成就感、责任感和积极性。
约束机制：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财务人事等内部管理制度以及与高级管理人
员的《聘用合同》，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权限、职责等作了相应的约束。

六、重大生产经营、投资决策程序与规则
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予的投资权限内，在运用公司资产进行高技术领域的风
险性投资时，应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董事会将依据评审意见进行
决策。超出董事会投资权限的重大项目，应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有权决定下列范围的投资：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下的对
外投资；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的 ５％以内的风险投资；出租、委托经营或
者与他人共同经营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下的财产；５０００ 万元以
下的抵押或担保；收购、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的：１、被收购、出售的资产
总额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１０％以下的；２、与被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
利润或亏损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１０％以下的。无法计算被收购、出售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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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不得适用本项规定；被收购、出售的资产系整体企业的部分所有者权益的，
被收购、出售的资产的利润应按与被收购、出售的该部分资产权益相关的净利润
计算；但下列重大投资项目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超出前述投资范围超过规定
的比例的；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

七、管理层诚信义务的限制性规定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严格遵守其公开做出的承诺，忠
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并保证：在其职
权范围内行使权利，不得越权；除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
准，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
益；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的营业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不
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不得挪用资金或
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侵占或接受本应属于公
司的商业机会；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批准，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有关的
佣金；不得将公司的资产以其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
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不得泄露在
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涉及本公司的机密信息。但在下列情形下，可以向法院或其他
政府主管机关披露该信息：法律有规定；公众利益有要求；该董事本身的合法利
益有要求。
董事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所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
为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得超越
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公平对待所有股东；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的各项商务、
财务报告，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亲自行使被合法赋予的公司的管理
处置权，不得受他人操纵；非经法律、行政法规允许或得到股东大会在知情的情
况下批准，不得将其处置权转授他人行使；接受监事会对其履行职责的合法监督
和合理建议。
未经公司章程规定或董事会的合法授权，任何董事不得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
或者董事会行事。董事以其个人名义行事时，在第三方会合理地认为该董事在代
表公司或者董事会行事的情况下，该董事应当事先声明其立场或身份。
董事连续二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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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之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当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
告。如因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该董事的辞职报告应当
在下任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缺额后方能生效。余任董事会应当尽快召集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填补因董事辞职产生的空缺。在股东大会未就董事选举作出
决议之前，该提出辞职的董事以及余任董事会的职权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董事
提出辞职或者任期届满，其对公司和股东负有的义务在其辞职报告尚未生效或者
生效后的合理期间内，以及任期结束后的合理期间内并不当然解除，其对公司商
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期结束后仍然有效，直至该秘密成为公开信息。其他义
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决定，视事件发生与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以及
与公司的关系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结束而定。任职尚未结束的董事，对因其擅自
离职使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不以任何形式为董事纳税。经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可为董事购买责任保
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

八、规范关联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制度安排
（一）《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规范关联
交易的安排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
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如有特殊情况关联股东无法回避时，公司在征得有关部
门同意后，可以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表决，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作出详细说明。
股东大会在审议重大关联交易时，董事会应当对该交易是否对公司有利发表
书面意见，同时应当由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的意见应
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将独立董事的意见予以公告。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可以参加审议涉及自己的关联
交易，并可就该关联交易是否公平、合法及产生的原因等向股东大会作出解释和
说明，但在表决时应当回避且不应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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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个人或者其任职的其他企业直接或者间接与公司已有的或计划中的合
同、交易、安排有关联关系时（聘任合同除外），不论有关事项在一般情况下是否
需要董事会批准同意，均应当尽快向董事会披露其关联关系的性质和程度。除非
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按照本条款的要求向董事会作了披露，并且董事会在不将其计
入法定人数，该董事亦未参加表决的会议上批准了该事项，公司有权撤消该合同、
交易或安排，但在对方是善意第三人的情况下除外。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属下列之一情形时，不得参加表决：（１）董事个人与公司
的关联交易；（２）其他法人单位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该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系
出席会议的董事；
（３）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应当回避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二、（六）、２、（２）”。

（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安排
为了避免和消除可能出现的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在有关商业交易中损害
股份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尽可能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除在章程中
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制度上的安排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在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中对有关关联交易所需披露的内容作了详尽的
规定。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目前已经存在的关联交易和有关的合同、协议，
重点针对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性进行了说明。同时，还充分披露了募集资金运用
中所产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详情参见“第三节 风险因素与对策、第六节 同业
竞争与关联交易、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中相关部分。
２、引入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有关独立董事在规范关联交易、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参见本
招股说明书本节“四、（四）”。
３、建立了累计投票制度
依照《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采取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在选举董事时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在实行差额选举的情况下, 待选董事人数为应选董事人数）。
4、制定了控股股东行为的规范性约束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明确规定：控股股东与公司应实行人员、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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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具体内容包
括：
公司人员独立于控股股东，公司的经理人员、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和董
事会秘书在控股股东单位不得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
员兼任公司董事的，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担公司的工作。
控股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应独立完整、权属清晰。控股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
出资的，应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明确界定该资产的范围。公司应当对该资产独立
登记、建帐、核算、管理。控股股东不得占用、支配该资产或干预公司对该资产
的经营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独立
核算。控股股东应尊重公司财务的独立性，不得干预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
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内部机构完全独立运作。控股股东及其职能部
门与公司及其职能部门之间无上下级关系。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机构不得向
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下达任何有关公司经营的计划和指令，也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
影响其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公司业务完全独立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下属其他单位不应从事
与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控股股东应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同业竞争的发生。
除遵守上述保障公司独立性的规定外，公司控股股东还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
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对其所控股的公司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
承诺不利用关联交易、资产重组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利用
其特殊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控股股东对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严格遵
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控股股东提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
决策、监督能力的人事担任董事、监事候选人。控股股东不得对股东大会人事选
举决议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履行任何批准手续；不得越过股东大会、董事会任
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重大决策应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依法作出。控股
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权益。

九、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在组织结构方面，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在董事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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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经营管理层。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建立和运作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公司依法设立后，制定了
包括股东会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规定、文秘管
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会计核算制度实施细则、内部审计制度、人事劳资管理
制度、计划统计管理制度、生产安全质量管理制度、材料物资采购管理制度、销
售管理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公司运作及经营管理规章制度。
公司的管理控制体系包括纵向管理（股份公司对下属单位的管理）和横向管
理（公司各部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实施日常管理）两者共同构成相辅相成、
相互监督的有机整体。纵向管理主要方法包括：按照制定的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对下属单位的生产经营计划、资金调度、人事等方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在生产
经营的管理控制上，采取了事前制定计划预算、事中控制监督、事后考核奖惩的
管理办法，使所属生产及管理机构能够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公司各部对下属
机构的相应部门进行垂直业务指导。公司设立了内部审计部门，独立行使审计职
权，对董事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业务上同时受上级审计机构的领导和地方政府
审计机关的监督。横向管理方法包括股份公司层面管理和附属机构层面管理，主
要是通过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对经营活动的流程实施监督控制，通过对各职能
部门职责进行明确划分，使经营决策、日常管理都能够依照预定的控制程序进行。
公司在交易授权审批、岗位职责分工、凭证记录、资产使用与管理方面制订
了详细的控制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各项内控制度得到了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充
分合理地调动了公司的经济资源，促进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地进
行。
综上所述，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全面覆盖了生产、投
资决策和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等方面，是根据《公司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
策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
完整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在确保股份公司规范运作，提高
科学管理水平，保障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公司管理层将根据公
司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改进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十、公司自设立以来的主要人事变动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会议选举王亦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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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为董事长、王世忠同志为副董事长。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同意王亦农同志因双重任职原因辞去董事长职务、王世忠同志因年龄
原因辞去副董事长职务。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选举石盛奎同
志为董事长，选举王体轩同志为副董事长。
为了进一步分开公司董事与阳煤集团高管人员的任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王体轩
先生辞去公司副董事长 职务及补选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国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预
案。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了对上述董事会成员的调整。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
会成员的组成，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一、（一）”和“第七节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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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会计报表的编制基准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一）会计报表的编制基准
公司申报会计报表是以公司总部及下属一矿、二矿及第二热电厂为主体编制
的。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申报会计报表 ２０００ 年度比较
数据系按《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了必要调整后编制的。

（二）注册会计师的意见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审
计了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利
润表及利润分配表以及 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量表。会计师出具了晋
天元审［２００３］０１４７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家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
反映了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和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经
营成果以及 ２００２ 年度、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现金流量。
投资者在阅读本节时，除关注本节所披露之财务信息外，还应关注本招股说
明书“附录一：审计报告”全文中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期后事项、重
大关联交易、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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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会计报表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预付账款
应收补贴款
存货
待摊费用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净额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合计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项目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应付股利
应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其中：法定公益金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４，００６，７１６．４４
１９３，３０４，０６２．５３
９９，０９５，９６９．５３
３９，４５１，８１４．６６
５３，４３１，２６９．４０
２１，６３６，８０７．７９
１５，７５９，９９６．６０
２，０８７，０７４．１８
３３６，９７９，２０７．２７
２４１，７１０，１１０．９４
３６３，８７２，４７５．６７
４４２，３８５，７８８．３５
２３，１５８，９６３．１８
２３，３４７，７８１．３８
２１，４７７，２６８．９８
３０，２５１，０２６．０２
３０，８３７，９０８．３５
５８，３３０，９６９．０５
３０，３８２，１６０．５４
２，５２４，０４７．７１
——
１５，０４８，５５６．８０
１４，８０６，３９０．６０
——
１０８，２０８，８００．１１
６４，１３６，７９０．０３
９７，１１２，６１０．０８
１２１，４２４，５４４．３５
１，３８２，２２７．３１
１７３，６０５．３０
——
——
６９８，００５，０９２．０６
６１７，６８８，６８３．８２
６４２，５０６，８７２．００
６３８，１２４，２９５．２７
１，４７７，８０３，８４１．０８ １，４３２，５５８，０４０．２５ １，２０３，５４３，８１０．７４ １，０２８，６８５，９９８．８６
６９４，５９６，６７９．８８
６６２，４７１，４３９．９５
５５９，０７４，６８５．６７
５０５，３８４，８９１．４７
７８３，２０７，１６１．２０
７７０，０８６，６００．３０
６４４，４６９，１２５．０７
５２３，３０１，１０７．３９
３，８７８，１４７．６１
６，７７２，６４３．９７
１，６３２，２００．７５
——
７７９，３２９，０１３．５９
７６３，３１３，９５６．３３
６４２，８３６，９２４．３２
５２３，３０１，１０７．３９
７４，０５４，８８９．３３
８，６９５，５０１．６３
１，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９４，９３０．００
８５３，３８３，９０２．９２
７７２，００９，４５７．９６
６４４，０１６，９２４．３２
５４６，８９６，０３７．３９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１０７，４５０，５５９．６８
１１１，２８８，０８０．００
——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１０７，４５０，５５９．６８
１１１，２８８，０８０．００
——
１，６５６，９２０，７９４．５０ １，４９７，１４８，７０１．４６ １，３９７，８１１，８７６．３２ １，１８５，０２０，３３２．６６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３６，９８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９９２，７００．００
１２５，３９２，７００．００
１０４，９９５，４００．００
１０９，７４３，００８．７６
１０２，９３２，５８８．１３
６７，５３２，６５３．４７
３６，８２８，５９６．２６
１００，６０６，８１２．７７
１０４，１９６，９１６．５７
９３，７６０，５９０．４３
２７，２７１，１２９．３２
１１１，６７９，２３７．３１
３６，２２９，５２２．３２
４２，１１３，７８９．７１
４９，１１０，７３４．７２
２０，２３３，４５２．５１
１５，８０７，９８９．３３
１０，７０２，２７８．２９
７，８６６，６９４．６８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９９０，４２９．３０
１６，４９１，２１５．４５
３２，１２２，８０９．２９
１０１，８５８，７２７．９１
２６，７６９，６７０．６６
２０，０００，４２９．３２
１１，９９８，７７９．５６
１１，００５，６８０．１６
１０７，２１９，７７２．９６
９４，１９７，０７２．８７
４３，６８６，４５２．４１
３２，１１６，２１７．７６
５３，２７３，４３０．７５
——
——
——
——
１０２，１２７，３００．００
——
——
７６１，７００，８１５．０２
７０８，４１５，７３３．９９
５２６，６１０，０５３．１６
４３７，２５３，１８０．８１
２２３，９２５，５６７．４１
１２１，８０５，５６７．４１
２２３，９３２，８６７．４１
２０７，６８２，８６７．４１
４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６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８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
２６９，０５１，１６７．４１
１８６，９３１，１６７．４１
３０９，０５８，４６７．４１
２０７，６８２，８６７．４１
１，０３０，７５１，９８２．４３
８９５，３４６，９０１．４０
８３５，６６８，５２０．５７
６４４，９３６，０４８．２２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１５６，６９０．２１
１７８，１５６，６９０．２１
１７８，１５６，６９０．２１
１７８，１５６，６９０．２１
９６，２２２，４２４．３６
７８，１０９，０２１．９６
４３，６９７，３３３．１０
２０，９５９，８２９．４２
４８，１１１，２１２．１８
３９，０５４，５１０．９８
２１，８４８，６６６．５５
１０，４７９，９１４．７１
２０，７８９，６９７．５０
１４，５３６，０８７．８９
９，２８９，３３２．４４
９，９６７，７６４．８１
６２６，１６８，８１２．０７
６０１，８０１，８００．０６
５６２，１４３，３５５．７５
５４０，０８４，２８４．４４
１，６５６，９２０，７９４．５０ １，４９７，１４８，７０１．４６ １，３９７，８１１，８７６．３２ １，１８５，０２０，３３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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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减：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７２１，８３７，５５８．８２
４２５，５９０，０２９．５６
１０，５０１，６２５．２２
２８５，７４５，９０４．０４
－３８５，６１１．２０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１，３６３，９８３，６６３．１ ９６９，３８６，７５１．７ ８１１，５６４，０８４．４
８２１，７７４，２９９．７０ ５４１，１００，７１３．１ ４４２，７５３，０４６．０
１８，３１９，５１０．７５ １５，３８４，１２３．３９

９，６２６，９６２．７１

５２３，８８９，８５２．６７ ４１２，９０１，９１５．２ ３５９，１８４，０７５．７
２，１１４，００７．５９

１８４，１５０．４４ －１，０００，９２５．１５

减：营业费用

５４，６８３，５７４．３３

１２９，９１７，０２６．３２ １２６，７２３，５９９．８ １１５，８８２，２３３．６

管理费用

７８，８９３，９６５．１６

１３０，１０２，３７９．５７ ７７，９５０，１３１．９２ ６８，２２８，２８４．４５

财务费用

１０，１４１，１２６．１０

２５，６８０，７６３．４８ ２１，７８６，９２３．３３ １６，６５７，１５４．５７

１４１，６４１，６２７．２５

２４０，３０３，６９０．８９ １８６，６２５，４１０．５ １５７，４１５，４７７．９

营业利润
加：投资收益

——

——

——

——

补贴收入

——

——

——

——

营业外收入

１，５６８．００

１９０，６６７．７６

１０，９００．８８

８８，６０４．９３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２３４，７１６．６９

６，３０７，９４９．２３

２，０２４，２４１．９４

１３７，５８３．３０

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净利润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３９，４０８，４７８．５６

２３４，１８６，４０９．４２ １８４，６１２，０６９．４ １５７，３６６，４９９．５

４８，８４１，４６６．５５

６２，１２７，９６５．１１ ７０，９２４，５５１．０５ ５２，５６７，３５２．４８

９０，５６７，０１２．０１

１７２，０５８，４４４．３１ １１３，６８７，５１８．４ １０４，７９９，１４７．１

１４，５３６，０８７．８９

９，２８９，３３２．４４

９，９６７，７６４．８１ －７，６７１，５５２．８７

１０５，１０３，０９９．９０

１８１，３４７，７７６．７５ １２３，６５５，２８３．２ ９７，１２７，５９４．２３

９，０５６，７０１．２０

１７，２０５，８４４．４３ １１，３６８，７５１．８４ １０，４７９，９１４．７１

提取法定公益金

９，０５６，７０１．２０

１７，２０５，８４４．４３ １１，３６８，７５１．８４ １０，４７９，９１４．７１

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８６，９８９，６９７．５０

１４６，９３６，０８７．８９ １００，９１７，７７９．５ ７６，１６７，７６４．８１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

——

——

——

——

——

——

——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加：集团公司补足 ２０００ 年度
年初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９，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

——

——

——

——

７，６７１，５５２．８７

——

２０，７８９，６９７．５０

１４，５３６，０８７．８９

９，２８９，３３２．４４

９，９６７，７６４．８１

１－１－０－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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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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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３，４７７，９９６．６５ １，６５０，３４８，８４３．８３
——
１５，０４８，５５６．８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６８．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２４，８２４，１７５．７１

购入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７１８，５２８，１２１．４５ １，６７５，１７３，０１９．５４
２２１，８１３，６５４．２８ ５２５，５１６，６１０．７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４３，５８０，１６６．３０

２２０，５８９，８１３．９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１８，２５４，８０８．７８

２４３，２５６，１０７．７０

７８，９７６，０９７．９０

１９３，７２０，４８９．６８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５６２，６２４，７２７．２６ １，１８３，０８３，０２２．１６
１５５，９０３，３９４．１９ ４９２，０８９，９９７．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净额

——

７４，６２１．１５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７４，６２１．１５

１１５，６０４，６１４．１８

２３１，６１５，７６２．０５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１１５，６０４，６１４．１８

２３１，６１５，７６２．０５

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５，６０４，６１４．１８ －２３１，５４１，１４０．９０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１５５，９９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５，３５５．７０

——

现金流入小计

１５７，４６０，３５５．７０

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１５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９１，０３９，１２１．７０

１７７，９４０，７６３．４８

７，３６０．１０

——

２４７，０５６，４８１．８０

１７７，９４０，７６３．４８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８９，５９６，１２６．１０ －１６６，３４０，７６３．４８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９，２９７，３４６．０９

１－１－０－１０６

９４，２０８，０９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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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报告期收入和利润的形成情况
（一）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变动趋势及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总额变动趋势图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年度

２００１年度

２００２年度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１ 年度和 ２００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水平分别增长了 ４０．７０％和 ６８．０７％，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
增长主要得益于煤炭市场产品需求旺盛，公司主要煤种产品的综合售价由 ２０００ 年
的 １３０．２５ 元／吨上涨到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６６．６３ 元／吨，升幅达到了 ２７．９３％。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１７．８３％，煤炭产品的综合售价进一步上涨至
１７８．９８ 元／吨。随着小煤窑的关闭力度不断加大，公司作为国有大型煤矿在生产、
管理和销售的优势突显。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公司近三年的销售毛
利率和净利润率水平相对稳定，平均值分别为 ４３．１２％和 １２．４３％。销售利润率的稳
定，主要是由于公司在不同的外部市场行情下，采取了不同的经营策略。当煤炭
产品市场上价格低迷时，公司通过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努力挖掘公司内部的潜力，
例如，通过修旧利废、回收复用、推广锚索锚网技术等降低材料消耗降低成本支
出。在市场转暖的形势下，公司抓住煤炭市场需求回升的机遇，积极调整销售策
略，在确保老客户需求的同时，不断开拓新市场和新客户；调整产品结构，扩大
了品种煤和电煤的生产。公司近三年保持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的同步持续
增长，实现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１－１－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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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业务收入的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图

供热
出口煤
煤泥
内销洗末煤
内销洗块煤
内销洗粉煤

万元
１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在公司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中，煤炭收入几乎占据了全部的份额，供热
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微乎其微，特别是进入 ２００２ 年度以来，公司全部主营
业务收入来源于煤炭产品的销售。从煤炭产品结构上来看，销售洗末煤实现的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相对较高，近三年平均为 ４３．０４％；销售洗块煤和销售洗
粉煤实现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例相近，平均维持在 ２７．５４％和 ２８．７４％左右。
在洗末煤、洗粉煤、洗块煤三个主要品种中，又以产品售价和利润率相对较高的
洗粉煤和洗块煤的销售增长幅度较高，２００２ 年度两者的销售收入较 ２０００ 年的水平
分别增长了 ７２．５２％和 ７３．４８％，而售价和利润率相对较低的洗末煤增长幅度则为
６１．５２％。从市场区域划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出口
煤炭产实现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６．１３％、１１．７５％、９．９％和 ３．６９％，
该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国内煤炭市场的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
求，从而部分挤占了出口煤炭的份额。

（三）公司纳税情况
１、公司执行的所得税税率及享受的主要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执行 ３３％的所得税税率。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财税字（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号《关于出口煤炭有关退（免）税问题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煤炭出口的退税率提高为 １３％。
公司下属一矿、二矿于 ２００２ 年度共计投资 ７５０１．３５ 万元购置国产设备进行技
术改造，根据山西省地方税务局晋地税所发（ ２０００）９ 号《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１－１－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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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审核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山西省财
政厅晋财税［２０００］３ 号《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技术改造国产设备
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该等投资中符合抵免企业所得税的设备
投资 ７２０２．１０ 万元，可抵免所得税 ２８８０．８４ 万元。山西省地方税务局以晋地税税
二发［２００２］８６ 号《关于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
免企业所得税主体资格的批复》认定公司符合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
得税的主体资格，并同意公司按规定办理抵免所得税事宜。经税务征管机关核定，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实际可抵免企业所得税 １９５６．４２ 万元，占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的
１１．３７％。其余的抵免额度留待 ２００３ 年度继续抵免。
２、公司纳税调整事项
纳税调整增加额主要是公司提取的尚未使用的包干工资结余以及提取坏账准
备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不允许税前扣除的项目。
３、公司报告期内纳税情况说明
（１）２０００ 年延迟纳税情况说明
由于 ２０００ 年公司建立之初，资金运转困难较大，在征得税收机关同意的情况
下，公司部分税金延缓交纳，其中所得税 ３，９４２．５５ 万元，增值税 ９７６．７９ 万元，
资源税 ２７５．６９ 万元。随着公司资金状况的好转，欠税已在 ２００１ 年度清缴完毕。
公司没有未经批准的缓缴税款的行为及无违反有关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而受到处
罚的记录。对此，山西省阳泉市地方税务局第一分局和山西省阳泉市国家税务局
直属管理局已出具有关证明。
（２）公司报告期内纳税汇总情况
公司报告期间的所得税、增值税、资源税的纳税申报表中所填列的计税收入
（应税销量）、应交税金与相应的财务报表所反映的收入、应交税金存在差异，报
告期内的差异情况见下列汇总表：
所得税纳税情况汇总表
报告期内合计
申报会计报表数
纳税申报表数
收入（元）
３，８６６，７７２，０５８．１０ ３，７８５，７４０，３２０．６３
税前利润（元）
７１５，５７３，４５７．０５
７０８，２２０，６０９．２０
应交所得税（元）
２３４，４６１，３３５．１９
２３３，５５３，２８１．９６
已交所得税（元）
２２０，８８３，７７１．９８
——
期末未缴（元）
１３，５７７，５６３．２１
——

１－１－０－１０９

缴款书数
——
６６９，３５３，８５４．４７
——
２２０，８８３，７７１．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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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情况汇总表
报告期内合计
申报会计报表数
纳税申报表数
缴款书数
收入（元）
３，８６６，７７２，０５８．１０ ３，９１７，７６３，５９４．０５ ３，４３１，６０４，４０１．６０
期初未交数（元）
３１，９５９，９２７．６３
——
——
应交增值税（元）
３４１，７６９，９３１．７４
３４１，７００，０４７．９８
——
已交增值税（元）
３６４，４５９，１３２．３１
——
３６４，４５９，１３２．３１
期末未缴数（元）
９，２７０，７２７．０６
——
——
资源税纳税情况汇总表
报告期内合计
销量（万吨）
期初未交数（元）
应交资源税（元）
已交资源税（元）
期末未缴数（元）

申报会计报表数
２，５４４．８５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９４，９３８．４０
２０，６３３，０３３．２０
２，２６１，９０７．２０

纳税申报表数
２，６０４．１３
——
２０，７５６，８４０．４０
——
——

缴款书数
２，５７８．９８
——
——
２０，６３３，０３３．２０
——

导致所得税和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与申报会计报表收入、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
主要系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让售材料、代销煤以及水资源补偿费等在申报会计
报表和纳税申报表中列入不同项目的事项，该等事项在纳税申报表中均列入计税
收入，而在申报会计报表中则分别在其他业务利润或不在利润表中核算；二是在
填写纳税申报表时，由于公司财务审计尚未完成，也形成了纳税申报表应税收入
与申报会计报表收入数的差异。公司资源税纳税申报中应缴资源税与申报财务报
表不一致系公司未能及时办理申报手续、代销小窑煤以及港口存煤等原因造成的。
（３）会计师对公司纳税汇总情况的核查意见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报告期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与申
报会计报表收入、利润总额的差异原因进行了复核，并对其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
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申报会计报表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收入、
利润项目之间存在差异的会计处理符合相关规定，上述差异未对该公司报告期申
报会计报表所有重大方面的公允性产生影响。考虑上述差异后，该公司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的税前利润与该公司申报会计报表的利润总额存在对应关系，该公司增
值税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税收入与该公司申报会 计报表的相应收入也存在对应关
系。”
申报会计师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申报与缴纳情况汇总
表进行了复核，并出具了专项说明，认为：“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度、２００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纳税情况汇总表均系根据该公司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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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际纳税资料编制的。我们认为，该等纳税情况汇总表系按照该公司原始纳税
资料编制的，未对该公司报告期申报会计报表所有重大方面的公允性产生影响。”

四、公司资产情况
以下有关数据凡未特别注明，均引自经审计的公司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财务报告；数据单位凡未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元。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计为 １，６５６，９２０，７９４．５０ 元，其中，流动
资产合计 ６９８，００５，０９２．０６ 元，固定资产合计 ８５３，３８３，９０２．９２ 元，无形资产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元。资产项目各主要科目的情况如下：

（一）流动资产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流动资产 ６９８，００５，０９２．０６ 元，占公司总资产的
４２．１３％。其中：货币资金 １４４，００６，７１６．４４ 元，占流动资产 ２０．６３％；应收票据
５３，４３１，２６９．４０ 元，占流动资产 ７．６５％；应收账款净额 ３３６，９７９，２０７．２７ 元，占流
动资产 ４８．２８％；其他应收款净额 ２３，１５８，９６３．１８ 元，占流动资产 ３．３２％； 预付账
款 ３０，８３７，９０８．３５ 元，占流动资产 ４．４２％；存货 １０８，２０８，８００．１１ 元，占流动资产
１５．５０％。（上述各比例系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１、货币资金
项目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现金

８８，１１７．９６

１０７，８２５．１８

银行存款

１４３，９１８，５９８．４８

１９３，１９６，２３７．３５

合计

１４４，００６，７１６．４４

１９３，３０４，０６２．５３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０２ 年末货币资金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 ２００２ 年度煤款回收情况较好所致；
本期末货币资金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支付股利等现金支出所致。公司期末无
外币存款。
２、应收票据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票据为 ５３，４３１，２６９．４０ 元，均系银行承兑
汇票。本期末应收票据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末应收票据存量较大所致。
３、应收账款
（１）坏账核算方法
公司坏账核算采用备抵法，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帐准备，根据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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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调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公司坏账计提标准如下：
账龄

计提比例

１ 年以内

５．００％

１－２ 年

１０．００％

２－３ 年

４０．００％

３－５ 年

８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该项计提的确定是公司基于《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并根据近年来应
收款项回收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和判断，认为公司客户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应
收款项中成为坏账的比例和可能性都不大。但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对不同年限
的应收款项计提了坏帐准备。由于此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了未来适用法，影响公
司 ２００２ 年度净利润降低 １３，５４７，８３１．５１ 元。
注册会计师意见：
“该等提取标准系该公司根据以往的经验、债务单位的实际
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确定的。实际执行过程中该公司对成为坏账可能
性较大的应收款项，亦进行了较为稳健的处理，如 ２００１ 年度该公司使用坏账准备
核销了两户已进入清算程序企业的应收账款共计 １２，４９４，７０１．８３ 元。我们在对该
公司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未发现该公司随意划分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账龄的情
况，未发现该公司存在大额应收款项不计提或少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发行人主承销商意见：“我公司认真核查了国阳新能近年来应收款项回收情
况，国阳新能董事会在确定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时，充分考虑了以往的经验、债
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同时未发现国阳新能存在随意调
整应收账款，变更账龄结构的问题。”
（２）账龄分析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账龄

金额

占总金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坏账准备

金额

１６，５１４，０８２．５０

２３８，４６１，５９７．６８

额比例
１年以内

３３０，２８１，６４９．９８

９０．７１％

１－１－０－１１２

占总金
额比例

坏账准备

９２．３８％ １１，９２３，０７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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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

１４，６７５，５３７．５１

４．０３％

１，４６７，５５３．７５

１３，８４９，７１２．１１

５．３７％

１，３８４，９７１．２１

２－３年

１５，４３１，５５９．２５

４．２４％

６，１７２，６２３．７０

３，８６８，９７９．３８

１．５０％

１，５４７，５９１．７５

３－５年

３，７２３，６０２．４０

１．０２％

２，９７８，８８１．９２

１，９２７，３２３．０７

０．７５％

１，５４１，８５８．４６

合计

３６４，１１２，３４９．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１３３，１４１．８７

２５８，１０７，６１２．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３９７，５０１．３０

（３）本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余额较大，主要是公司为了稳定重点客户，对该等
客户采用了先发货、后收款的销售政策，而本期向该等客户销售量增加幅度较大，
导致了公司应收账款也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因上述有关客户主要是大型国
有企业，应收账款成为坏账的可能性不大。
（４）本账户余额中无持公司 ５％（含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５）２００２ 年末应收账款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公司加大清欠力度，应收账款下
降。本期应收账款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产销量增加，处于结算过程中的应收账
款增加所致。
４、其它应收款
（１） 坏账核算方法同应收账款。
（２） 账龄分析
账龄

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金额

占总金
额比例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坏账准备

金额

占总金
额比例

坏账准备

１年以内

１８，０５１，５２８．４５

７０．１１％

９０２，５７６．４２

２３，８６２，７９９．５９

９６．９０％

１，１９３，１３９．９８

１－２年

４，６４１，４２６．５１

１８．０３％

４６４，１４２．６５

７５０，５９７．３４

３．０５％

７５，０５９．７３

２－３年

３，０５４，５４５．４９

１１．８６％

１，２２１，８１８．２０
１２，９２０．８２

０．０５％

１０，３３６．６６

２４，６２６，３１７．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７８，５３６．３７

３年以上
合计

２５，７４７，５００．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８８，５３７．２７

（３）本账户余额中无持公司 ５％（含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欠款。
５、预付账款
（１）账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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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
账龄

１年以内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金额

占总金
额比例

金额

占总金
额比例

３０，８３７，９０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３０，９６９．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８３７，９０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３３０，９６９．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年
合计

（２） ２００２ 年末预付账款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预付铁路运费及预付材料款
增加所致。本期预付账款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部分预付款项结算完毕所致。
（３）本账户余额中无持有本公司 ５％（含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的欠款。
６、应收补贴款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账户余额为 ０ 元。２００２ 年底的余额 １５，０４８，５５６．８０
元均系公司按照出口收入以及规定的煤炭产品出口退税率计算的应收出口退税，
本期均已收回。
７、存货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库存商品

４８，９０２，４１４．４０

５，５０６，８７５．６０

原材料

５５，９８３，０９８．７６

５６，３５９，０２７．１５

材料采购

３，０２５，９９６．２０

２，２７０，８８７．２８

委托加工材料
合计

存货跌价准备

２９７，２９０．７５
１０８，２０８，８００．１１

６４，１３６，７９０．０３

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了清查，存货成本低于市价，未提取存货跌价准备。２００２
年末存货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 ２００２ 年末库存商品下降所致。本期存货变动幅度
较大，主要系本期产量增加，库存商品增加所致。有关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情况及有关中介机构的意见，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四、（六）”。

（二）固定资产
１、固定资产计价与折旧政策
公司固定资产主要可分为房屋及建筑物、矿井建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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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设备。公司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分类计提，残值率为 ３％。
根据财政部（８９）财工字第 ３０２ 号文规定，矿井建筑物按产量计提折旧，计
提比例为 ２．５ 元／吨。其他固定资产按工业企业财务制度规定的折旧年限，在公司
改制设立前，按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计提折旧；公司改制设立时，纳入评估范围
的固定资产按重置价值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分类折旧率如下：
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２０－５０ 年

３

４．８５－１．９４

专用设备

７－２３ 年

３

１３．８６－４．２２

通用设备

７－２０ 年

３

１３．８６－４．８５

运输设备

８－１２ 年

３

１２．１３－８．０８

矿井建筑物

按产量吨煤提取 ２．５ 元计入折旧

有关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情况及各中介机构的意见，参见本招股说
明书“第九节 四、（六）”。
２、固定资产及折旧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固定资产原值 １，４７７，８０３，８４１．０８ 元，累计折旧
６９４，５９６，６７９．８８ 元 ， 固 定 资 产 减 值 准 备 ３，８７８，１４７．６１ 元 ， 固 定 资 产 净 额
７７９，３２９，０１３．５９ 元。
项

目

原

值（元）

折

旧（元）

净

值（元）

成新度

合

计

１，４７７，８０３，８４１．０８

６９４，５９６，６７９．８８

７８３，２０７，１６１．２０

５３％

１、房屋及建筑物

３２２，９０１，９０３．５１

１１１，８０７，６７９．２１

２１１，０９４，２２４．３０

６５％

２、矿井建筑物

４３３，８６１，２５２．５８

３３６，５６９，２２３．０６

９７，２９２，０２９．５２

２２％

３、专用设备

５７０，８２７，１００．８８

１６８，４５７，３２２．１９

４０２，３６９，７７８．６９

７０％

４、通用设备

１３４，７１４，２１８．４１

７１，５７３，４０４．９２

６３，１４０，８１３．４９

４７％

５、运输设备

１５，４９９，３６５．７０

６，１８９，０５０．５０

９，３１０，３１５．２０

６０％

３、公司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的固定资产金额为 ６３，２８５，１１２．５５ 元。公司期末
对固定资产进行了逐项检查，对可收回价值低于净值的部分固定资产提取减值准
备 ３，８７８，１４７．６１ 元。本期部分已提取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报废，核销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２，８９４，４９６．３６ 元。

１－１－０－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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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建工程
１、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７４，０５４，８８９．３３ 元。
２、明细项目
本期转入

工程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待安装设备

-

105,544,822.81

二矿北茹风井

6,725,578.00

资金

其他减少数

期末数

63,285,112.55

-

42,259,710.26

自筹

62.88%

12,416,780.00

-

-

19,142,358.00

自筹

86.02%

1,739,565.00

2,064,400.00

-

-

3,803,965.00

自筹

88.15%

二矿选煤厂块炭仓

-

7,106,123.37

-

-

7,106,123.37

自筹

59.22%

其他工程

230,358.63

1,512,374.07

-

-

1,742,732.70

自筹

合计

8,695,501.63

128,644,500.25

63,285,112.55

-

74,054,889.33

二矿桃河人行桥工
程

固定资产数

来源

进度

３、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息资本化，在建工程本期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购
入的待安装综采设备尚未安装完毕所致。
４、有关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的提取情况及有关中介机构的意见，参见本招股说
明书“第九节 四、（六）”。

（四）无形资产
１、无形资产计价及摊销政策
公司的无形资产在取得时按照实际成本计价，自取得当月起按预计使用年限
分期平均摊销。有关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情况及有关中介机构的意见，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四、（六）”。
２、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元，其明细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取得

原值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摊销数

累计摊销金额

期末数

方式
采矿权

合计

购入

剩余摊
销年限

１１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１１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１０７，４５０，５５９．６８

１０７，４５０，５５９．６８

１，９１８，７６０．１６

９，５９３，８００．４８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１，９１８，７６０．１６

９，９５３，８００．４８

１０５，５３１，７９９．５２

１－１－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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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对公司一矿、二矿采矿权的评估结果，并经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矿认字（２０００）第 ０９０ 号文件确认，公司一矿、二矿采矿权总
值为 １１５１２．５６ 万元。经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批准，此项采矿权已转增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资本金。据此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采矿权转让协议，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评估确认的采矿权价值
１１５１２．５６ 万元将一矿、二矿采矿权转让给公司，采矿权有效期 ３０ 年。

（五）有形资产净值
有形资产净值＝总资产－无形资产－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
以上述公式计算，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有形资产净值为 １，５５０，００６，
７６７．６７ 元。

（六）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存货、
短期投资、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提取相应的减
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１、应收款项：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标准，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四、
（一）、
３、
（１）”。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提取应收款项坏帐准备 ２９，７２１，６７９．１４
元，其中应收账款提取坏帐准备 ２７，１３３，１４１．８７ 元，其他应收款提取坏帐准备
２，５８８，５３７．２７ 元。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综合计
提坏账比例分别为 ７．４５％和 １０．０５％。
２、存货：公司的期末存货，按可变现净值与存货账面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公司对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存货进行了清查，由于存货成本低于可
变现净值，因而未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３、短期投资：公司的期末短期投资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按短期投资
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进行短期投
资，因而没有提取短期投资减值准备。
４、固定资产：公司期末对各项固定资产进行逐项检查，对于市价持续下跌，
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
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８７８，１４７．６１ 元，其中专用设备计提减值
１－１－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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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３，８２０，７６１．５２ 元，房屋及建筑物计提减值准备 ４８，９５３．６９ 元，通用设备计提
减值准备 ８，４３２．４０ 元。
５、委托贷款：公司委托贷款按照委托贷款单项项目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发生委托贷款事项，因
而未提取该项减值准备。
６、在建工程：公司期末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发生
减值时，按工程项目计提减值准备。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提取在建工
程减值准备。
７、无形资产：公司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以账面价值超过估计可收回金额的部
分确认。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提取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８、长期投资：公司按长期投资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
投资减值准备。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进行长期投资，因而没有提取长
期投资减值准备。
公司独立董事就报告期内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
司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
关规定，履行了法定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计提比例稳健并已足额计提了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申报会计师，充分关注了公司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政策的稳健性和公允性，并发表如下意见：
“通过以上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
已经按照其所制定的有关会计政策足额提取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该等资产减值
准备的提取，未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政策符合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发行人已经按照其所制定的有关会计政策足额提取了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且该等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不影响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负债情况
以下有关数据凡未特别注明，均引自经审计的公司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
财务报告；数据单位凡未特别注明，均为人民币元。
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负债合计 １，０３０，７５１，９８２．４３ 元，其中流动负
债 ７６１，７００，８１５．０２ 元，占总负债的 ７３．９０％；长期负债 ２６９，０５１，１６７．４１ 元，占 ２６．１０％
１－１－０－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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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比例系根据有关数据计算得出）。具体科目情况如下：

（一）流动负债
１、短期借款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３６，９８５，０００．００ 元，均为担保借款。
２、应付账款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０９，７４３，００８．７６ 元。
（１）账龄分析：
账龄

金额

占总金额比例

１年以内

９７，９５３，７９０．７８

８９．２６％

１－２年

６，２１４，１１８．３９

５．６６％

２－３年

２，３４７，０８５．２９

２．１４％

３年以上

３，２２８，０１４．３０

２．９４％

合计

１０９，７４３，００８．７６

１００．００％

（２）应付账款本期变动较大，主要是本期增加储备的部分原材料款及部分设
备款尚未支付所致。三年以上应付账款未支付的原因主要系结算余款对方单位未
到公司结算。
（３）本账户余额中应付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材料款 ３，９４６，７４２．１４
元，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３、预收账款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００，６０６，８１２．７７ 元，预收账款变动幅度较大，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本账户余额中无预收持本公司 ５％（含 ５％）以上股份股东单
位的款项。
４、应付工资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１１，６７９，２３７．３１ 元，其中包干工资结余为
８５，７６０，０００．００ 元，应付职工工资为 ２５，９１９，２３７．３１ 元。本期应付工资变动幅度较
大，主要系本年由于煤炭产量增加，计提的效益工资尚未支付所致。
有关公司包干工资管理办法及使用的具体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八、（三）”。
５、应付股利
１－１－０－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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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系根据公司第二届第一次
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即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底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按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 元提取应付股利，根据公司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议决议并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４ 元，
本期已全部支付。根据公司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决议并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中期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６ 元，
已于 ２００２ 年全部支付。
期初余额

股东类别
国有法人股

本期支付

期末余额

７７，９４２，２０８．００

６４，９５１，８４０．００

７７，９４２，２０８．００

６４，９５１，８４０．００

１，４９７，７９２．００

１，２４８，１６０．００

１，４９７，７９２．００

１，２４８，１６０．００

７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法人股
合计

本期提取

６、应交税金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２８，９９０，４２９．３０ 元，其明细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值税

９，２７０，７２７．０６

６，１４２，６８２．７７

城建税

３，８６７，０９２．３７

３，６４７，２７６．００

资源税

２，２６１，９０７．２０

２，３９４，９８０．００

营业税

１３，１３９．４６

９５０．００

房产税

１３６，６９３．９３

所得税

１３，５７７，５６３．２１

４，１６８，６３２．７５

合计

２８，９９０，４２９．３０

１６，４９１，２１５．４５

２００２ 年末应交税金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 ２００２ 年缴纳 ２００１ 度增值税款所致。
本期应交税金变动幅度较大，主要系本期末应缴的所得税尚未缴纳所致。
７、其他应付款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１０７，２１９，７７２．９６ 元。
（１）账龄分析：
账龄
１年以内

金额
６４，４８９，４０８．９８
１－１－０－１２０

占总金额比例
６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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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

４２，２１６，０１３．９１

３９．３７％

２－３年

４７０，６０８．６９

０．４４％

３年以上

４３，７４１．３８

０．０４％

合计
１０７，２１９，７７２．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２）本账户余额中应付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费款 １６６，１０７．２２
元；阳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服务款 １，１９４，１６０．１７ 元；阳泉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３ 年以上其他应付款未支付的原因主要系结算余款对
方单位未到公司结算。

（二）长期负债
截止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长期负债中包括长期借款 ２２３，９２５，５６７．４１ 元，
长期应付款 ４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元。
１、长期应付款
根据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协议》，转让
款共计 １１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元，自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分五年付清，本期支付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已累计支付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 ４５，１２５，６００．００ 元。此项长期应付款不计利息。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
２、长期借款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为 ２２３，９２５，５６７．４１ 元，全部为担保借款。
贷款单位

贷款期限

利率

工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０１．３０－２００６．０１．２ ５．４９％
９
工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０３．３１－２００６．０３．１ ５．４９％
４
工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０４．２３－２００６．０４．２ ５．４９％
工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０５．０８－２００６．０４．２ ５．４９％
建行阳泉矿区支行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合计

２００３．０６．２７－２００５．０６．２ ５．４９％
６
５．８８％
２００１．４．１－２００４．１２．２０

金额

担保单位

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山西汾西矿业集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山西汾西矿业集

２６，０２０，０００．００

山西汾西矿业集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山西汾西矿业集

１２１，８０５，５６７．４１
２２３，９２５，５６７．４１

阳泉煤业集团

山西焦煤集团

根据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公司分
期清偿债务本金共计 １２１，８０５，５６７．４１ 元。自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该项债务停止计算利息，并自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起恢复计算利息。长期借款利
１－１－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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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均已按期支付。

六、公司股东权益情况
（一）股本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股本余额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自公司设立后，股本
结构未发生变化，具体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八、（一）”。

（二）资本公积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资本公积余额为 １７８，１５６，６９０．２１ 元，全部是由于
股本溢价产生的。

（三）盈余公积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盈余公积余额为 ９６，２２２，４２４．３６ 元。

（四）未分配利润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２０，７８９，６９７．５０ 元。根据公
司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
方案，以 ２００１ 年末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６ 元，提取
应付股利 ５２，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公司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并经 ２００２ 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０２ 年末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股利 ２．４ 元，提取应付股利 ７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元，根据公司第二届第一次
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底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提取应付股利 ７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
２０，７８９，６９７．５０ 元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本次分配后剩余的未分配利润及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现的利润由公司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七、公司现金流情况
２００２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９２，０８９，９９７．３８ 元，其中：销售商
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１，６５０，３４８，８４３．８３ 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为 ５２５，５１６，６１０．７９ 元，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２２０，５８９，８１３．９９，
支 付 各 项 税 费 ２４３，２５６，１０７．７０ 元 。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为
－２３１，５４１，１４０．９０ 元，其中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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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 ２３１，６１５，７６２．０５ 元，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
为 ７４，６２１．１５ 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１６６，３４０，７６３．４８ 元，其中：取
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为 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为 １７７，９４０，７６３．４８ 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９４，２０８，０９３．００ 元。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５５，９０３，３９４．１９ 元，投资活动产生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为 －１１５，６０４，６１４．１８ 元 ，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为
－８９，５９６，１２６．１０ 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４９，２９７，３４６．０９ 元。导致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负值的原因两方面：一是公司本期经营活
动支出现金增长幅度大于经营活动收入现金的增幅，二是公司本期用于购建固定
资产支出的现金同比增幅较大。

八、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报告期内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报表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原始会计报表系本公
司会计报表，该等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报表无差异。

（二）公司维简费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前根据财政部［１９９２］财工字第 ３８０ 号“关于统配煤矿提
价后有关财务处理的通知”的要求，吨煤提取 ６ 元维简费，计入生产成本。经山
西省财政厅同意并备案，自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阳煤集团下属各矿停止执行按标
准提取吨煤维简费，改为按实际发生的维简支出直接列入生产成本。公司设立后，
继续沿用了这一会计政策。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山西省财政厅以晋财企函［２００２］７ 号《关于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维简费问题的批复》对阳煤集团及其下属煤炭生产企业停止提
取吨煤维简费事项进行明确批复，主要内容如下：“你公司及所属煤炭生产企业，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标准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停止
执行吨煤提取 ６ 元维简费的规定”。
根据经审计的公司申报财务报告，此估计变更影响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净利润减
少 １３７．３５ 万元，２００１ 年度净利润减少 ４５．５６ 万元，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净
利润未受影响。
经合理查验，发行人律师认为：
“阳煤集团及其所属煤炭生产企业停止提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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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简费事宜已经其财政主管机关批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主承销商认为：
“股份公司未提取维简费，不违反有关财务制度，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

（三）有关公司包干工资情况的说明
包干工资系公司根据原能源部于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颁发的《煤炭工业企业会
计核算办法》中，有关煤炭生产企业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规定而实行
的工资管理办法。该办法自公司设立时开始执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根据山西省
省煤管局、财政厅、劳动社会保障厅对公司工资实行工效挂钩的审批，公司每年
计提新增效益工资的幅度上限为当年实际完成利润超出核定利润部分的 ３０％。２０００
年，公司提取包干工资 １４７５３ 万元，实际发放 １２０９９ 万元；２００１ 年提取包干工资
１５６０１ 万元，实际发放 １５５８９ 万元。２００２ 年提取包干工资 ２４００３ 万元，实际发放
２４０１３ 万元，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提取包干工资 ２０００４ 万元，实际发放 １４０８４ 万元。公
司报告期内提取的新增包干工资幅度不超过审批的上限标准，符合有关规定。截
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付工资中包干工资的余额为 ８５７６ 万元，较 ２００３ 年
初的余额水平增长了 ２２２．９１％，主要是公司本期产量和效益增幅较大造成的。公司
将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底将该等包干工资余额全部使用完毕。公司承诺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后，不再执行计提包干工资的工资核算办法，改为按实际发放数核算。
公司会计师出具意见，认为公司包干工资的提取及使用过程符合有关规定；
２００１ 年度提取的包干工资高于实际发放工资的部分以前已作纳税调整并缴纳了企
业所得税，２００２ 年度提取的包干工资与实际发放工资差异不大；该等包干工资的
情况已在公司申报会计报表的会计报表附注中作了披露；包干工资余额均为应付
职工款项，未形成公司的秘密准备。

九、盈利预测
（一）特别提示
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
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分依赖该项资料。

（二）盈利预测的编制基础
公司盈利预测的编制包括：1、依据经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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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00 至 2002 年度及 2003 年
1 至 6 月的经营业绩。2、依据 2003 年度本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生产计划、市场
营销计划以及投资计划。3、依据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与本公司一贯采用
的会计政策及编制基础一致。

（三）盈利预测的基本假设
公司盈利预测的编制依赖于下列基本假设：１、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
法律法规财经政策无重大变化； ２、预测期内信贷利率、汇率及市场行情无重大
变化； ３、赋税基准及税率无重大变化；４、各项生产经营计划能按预定目标实现；
５、主要原材料的供应及价格不会发生重大变化；６、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
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７、预测期内公司架构不发生重大变化，本盈利预
测未包含公司拟收购的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及发供电分公司产生的利润。

（四）会计师的审核意见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了晋天元审［２００３］０５０９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会计师认为：“上述盈
利预测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已经充分披露，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基本假设是不合理的，
盈利预测已按照确定的编制基础编制，所选用的会计政策与公司实际采用的相关
会计政策一致。”

（五）盈利预测报告摘要
盈利预测表

（单位：元）
２００３ 年预测数

项目

２００２ 年审定数
１－６ 月已审实现数

７－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６３，９８３，６６３．１２

７２１，８３７，５５８．８２

７１９，１０２，４４１．１８

１，４４０，９４０，０００．００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８２１，７７４，２９９．７０

４２５，５９０，０２９．５６

４１９，９１９，６０９．１９

８４５，５０９，６３８．７５

１８，３１９，５１０．７５

１０，５０１，６２５．２２

８，９３４，３３４．７８

１９，４３５，９６０．００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５２３，８８９，８５２．６７

２８５，７４５，９０４．０４

２９０，２４８，４９７．２１

５７５，９９４，４０１．２５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２，１１４，００７．５９

－３８５，６１１．２０

－２３１，９６８．８０

－６１７，５８０．００

１２９，９１７，０２６．３２

５４，６８３，５７４．３３

１００，５４８，１５４．７０

１５５，２３１，７２９．０３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减：营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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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１３０，１０２，３７９．５７

７８，８９３，９６５．１６

７７，２２５，９５７．１２

１５６，１１９，９２２．２８

财务费用

２５，６８０，７６３．４８

１０，１４１，１２６．１０

１１，７６８，８７３．９０

２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营业利润

２４０，３０３，６９０．８９

１４１，６４１，６２７．２５

１００，４７３，５４２．６９

２４２，１１５，１６９．９４

加：投资收益

——

——

——

——

补贴收入

——

——

——

——

６，１１７，２８１．４７

２，２３３，１４８．６９

——

２，２３３，１４８．６９

２３４，１８６，４０９．４２

１３９，４０８，４７８．５６

１００，４７３，５４２．６９

２３９，８８２，０２１．２５

减：所得税

６２，１２７，９６５．１１

４８，８４１，４６６．５５

３０，３１９，６００．４５

７９，１６１，０６７．００

五、净利润

１７２，０５８，４４４．３１

９０，５６７，０１２．０１

７０，１５３，９４２．２４

１６０，７２０，９５４．２５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

１、主营业务收入
公司２００３年预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４０９４万元，比２００２年实现数１３６３９８万元
增加７６９６万元，增长率为５．６４％，其主要因素如下：
（１）预计２００３年度煤炭产品销量比２００２年度增加１３．５万吨，增加销售收入
２２４９万元。主要是２００３年煤炭市场前景看好，销售量增加，故预计２００３年度煤炭产
品销量较上年提高。
（２）预计２００３年度煤炭产品综合平均售价比２００２年度提高６．６元／吨，提高销
售收入５４９１万元。
２、主营业务成本
公司２００３年预计发生主营业务成本８４５５１万元，比２００２年实现数８２１７７万元增
加２３７４万元，增长率为２．８９％，其主要因素如下：
（１）预计２００３年度煤炭产品销量比２００２年度增加１３．５万吨，增加销售成本
１３５５万元。
（２）预计２００３年度煤炭产品单位成本上升１．２１元，增加销售成本１００７万元。
３、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预计２００３年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１９４４万元，按销量每吨０．８元计提资源税６６６
万元，按预计应交增值税的７％的比例计提城建税８９５万元。按预计应交增值税的３％
的比例计提教育费附加３８３万元。
４、其他业务利润
１－１－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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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２００２年实现其他业务利润２１１万元，预计２００３年其他业务利润为－６２万元。
５、营业费用
预计２００３年营业费用为１５５２３万元比２００２年全年发生营业费用１２９９２万元增加
２５２１万元，增长率１９．４０％，营业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销量增加运输费用随
之增加所致。
６、管理费用
预计２００３年管理费用１５６１２万元比２００２年全年发生管理费用１３０１０万元增加
２６０２万元，增长率２０％，主要是预计工资费用增加所致。
７、财务费用
预计２００３年财务费用２１９１万元比２００２年全年发生财务费用２５６８万元减少３７７
万元，减少幅度为１４．６８％，主要是预计贴现利息支出及手续费支出减少所致。
８、营业外收支净额
公司２００２年全年发生营业外收支净额－６１２万元，由于营业外收支的实现具有
不确定性，２００３年营业外支出不作预测。
９、所得税
根据 ２００３ 年收入成本及费用的预测结果 ２００３ 年预测利润总额 ２３９８８ 万元，
按 ３３％所得税税率计算，预计 ２００３ 年公司所得税为 ７９１６ 万元。
１０、同行业比较资料
公司选择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神火
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已上市公司作为同行业对比的参照公司。
（１）同行业指标比较表
指标项目
煤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成本（万元）

销售毛利率

兖州煤业 ２００２ 西山煤电 ２００２ 神火股份 ２００２ 国阳新能 ２０００ 国阳新能 ２００１ 国阳新能 ２００２ 国阳新能 ２００３ 年预
年报

年报

年报

年实际

年实际

年实际

测

７９０７９３

２０７７３

７０６９４

８１０１３

９６９３９

１３６３９８

１４４０９４

３５４０５２

１２９１２

４５２４４

４４２３０

５４１１０

８２１７７

８４５５１

４５％

３８％

３６％

４５％

４４％

４０％

４１％

１１３６８

１７２０６

１６０７２

行业平均毛利率
净利润（万元）

４０％
１００３１１

２０４３３

１１２３２

１０４８０

１－１－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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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５８５７

３０１４０９

１６０８１６

５４００８

５６２１４

６０１８０

１８７９６０＊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４５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５２

０．３３＊

１０．３９％

６．７８％

１０．５２％

－

－

２８．５９％

８．５５％＊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３７

３．７３

４．２７

１．６３

１．７０

１．８２

３．９１＊

销量（万吨）

３５０５

１０１２

２９５

６２３

６８０

８１８

８３２

２２５．６３

２０５．２７

２４２．６９

１３０．０４

１４１．８３

１６１．６３

１７３．１９

１０１．０１

１２７．５９

１５５．５６

７１．００

７９．３３

１００．３９

１０１．６０

股东权益（万元）
每股收益（元）
净资产收益率

综 合 平 均 售 价
（元）
单 位 销 售 成 本
（元）

＊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权益、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系按公
司 ２００２ 年末股东权益、总股本及本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股票发行后总股本以及
本年预测净利润扣除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中期分红后按全面摊薄计算的。
（２）生产因素的比较
①生产能力及生产技术
煤炭生产企业有其独特的行业特点，资源条件尤为重要，不同的煤炭资源赋
存条件，应用的开采技术和开采设备不同，生产效率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煤炭生
产企业之间生产能力的可比性不强。
本公司拥有优越的资源条件，地质构造简单，煤层为近水平，其中厚煤层占
总储量的 ８０％，优越的资源赋存条件，特别有利于采用高效的综合机械化开采，到
目前为止，全公司综采机械化程度已达 １００％。近年来，本公司在高沼气矿井的厚
煤层中，推广放顶煤一次采全高开采技术，使煤炭生产得到迅猛发展，生产效率
大幅度提高，生产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本公司拥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低位放
顶煤成套设备 ７ 套，应用放顶煤技术开采的煤炭产量占总产量的 ７０％以上。生产技
术及设备的先进性均不低于神火股份和西山煤电，但与兖州煤业相比，本公司由
于受资源条件和煤层瓦斯的制约，生产效率上差距较大。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对
比如下：
指标项目

２００２ 年
兖州煤业

２００２ 年
神火集团

２００２ 年
西山煤电

２００２ 年
国阳新能

原煤产量（万吨）

３８４３

３００．０８

１０１２

８８０

１－１－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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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员数（人）

２１２５２

６５８３

１８０８４

１２１６６

生产人员效率（Ｔ／人）

１８０８

４５６

５５９

７２３

②生产设备
公司拥有具有国际水平的综合机械化采掘设备，采煤机为大功率牵引采煤机，
丈八煤层配以放顶煤液压支架支护，大功率运输机，其它煤层采煤机为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液压牵引采煤机及支撑掩护式液压支架。使采煤工作面的回采效率逐
年提高。其它环节设备如通风设备均采用上海鼓风机厂 ＧＡＦ 系列高效风机，斜井
运输采用高强度大倾角皮带机运输，竖井为双滚筒绞车提升，都具有国内先进水
平，并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本公司原煤开采成本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差异不
大，由于各公司洗、选结构不同，商品煤单位成本则差异较大。
③销售因素的比较
Ａ．品种方面：本公司主要生产无烟煤，西山煤电、兖州煤业等同行业上市公
司主要销售肥煤及贫瘦煤，价格相差 ４０－５０ 元／吨。与西山煤电等同行业上市公司
相比末煤比例较高，选块率低。末煤与洗粉煤售价相差 ６０－８０ 元／吨，而与选中块、
选小块售价相差 ４０ 元／吨以上。故本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综合平均售价较
低，但随着本公司原煤生产工艺不断改进，调整产品品种结构，末煤比例逐渐下
降，售价将有一定幅度的提高。随着国内煤炭市场需求继续增加，本公司预计 ２００３
年度综合平均单价比 ２００２ 年提高 ６．６ 元／吨。
Ｂ．运输方面：本公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３０７ 国道横穿矿区，两个
矿区都设有铁路专用线，与石太线直接相通，可确保运输畅通。
Ｃ．销量：煤炭是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大程度上增加盈利依赖于产量
规模的扩张。从生产能力上看，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生产能力将达到 ８３２ 万吨；从市场
上看，２００３ 年合同订货量有充足的保障，同时因国家实行“控制总量，关井压产”
政策、整顿公路运输秩序、扶持出口等使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渐缓和，华东地区市
场供应偏紧，基于上述考虑本公司煤炭产品 ２００３ 年销量将达到 ８３２ 万吨；从铁路
运输看，今年国家大力整顿煤炭生产秩序，铁路运输加大向国有大型煤矿的倾斜
力度，可确保本公司销量计划的实现。
综上所述，本公司 ２００３ 年预测毛利率 ４１％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差异不大，
随着煤炭市场环境的逐渐改善，本年度的预测销售收入、成本应可顺利实现。
１－１－０－１２９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１１、影响盈利预测结果实现的主要问题和准备采取的措施
（１）煤炭市场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煤炭供求关系的变化是由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
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当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开工足，将刺激煤炭消费，反之
则抑制煤炭消费。煤炭市场变化必将影响本公司产品销售，以至盈利预测结果的
实现。
煤炭市场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为了减少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本公司将
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把握煤炭市场变化的趋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优
化市场布局，立足国内市场，巩固和扩大国际市场，分散市场风险。
（２）下游用户经营的影响。
近年来，受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和投资拉动的影响，煤炭下游行业冶金、水泥、
化工等，普遍出现了价格反弹、效益回升的可喜现象，但也存在盈利能力差、调
控市场能力差的问题，对煤炭的持续供应有一定影响。
随着冶金、水泥、化工行业整体效益明显好转，煤炭需求量呈上升趋势，本
公司本年度销售市场前景看好。本公司将继续优化市场结构，在由民用煤向工业
使用转移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效益好、信誉好的大工业企业倾斜，限制小用户，
以使盈利预测的煤炭产品销售收入顺利实现。
（３）对煤炭资源依赖的风险
本公司煤炭地质储量十分丰富，截止 ２０００ 年末尚有可采储量 １０．４２ 亿吨，按
年产 ６５０ 万吨计算，矿井服务年限可达 １６０ 年以上，扣除局部可采煤层和高硫煤
层后，总的可动用的可采量为 ８．２５ 亿吨。同时，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本公司所
属矿井存在地质构造复杂化，各煤层储量不均衡分布的问题。影响盈利预测煤炭
产品生产量的实现。
本公司已有 ５０ 年的煤炭开采历史，煤炭勘探、开采等技术已趋成熟，低位放
顶煤等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本公司资源可采量能够满足生产需要。针对地
质构造复杂化和各煤层储量不均衡的情况，本公司将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采用
国内最先进的三维地质勘探技术，超前查明资源分布、走向等；将继续加强生产
管理，提高采煤机械化水平，推广先进采煤技术，实现矿井高产高效，提高资源
利用率。此外，还要根据市场需要，加强煤层配煤。以使盈利预测煤炭产品生产
量顺利实现。
１－１－０－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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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铁路运输的制约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铁路运输对外销售，所经石太线属于晋煤外运中部通道，
运输繁忙，虽然本公司因年运输量大，属于铁路部门重点保障的对象，但大幅提
高运输能力有一定困难。另外因铁路车皮调配等原因，也可能发生延误发货，影
响用户合同兑现的问题，并进而影响公司煤炭产品外运量。
本公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３０７ 国道横穿矿区，两个矿井都设有铁
路专用线，与石太线直接相通。本公司作为铁路运输重点用户，铁路部门每年安
排的运输计划基本能够满足生产需要，路矿协作关系融洽。为了调剂铁路运输，
本公司从本年度起增加了部分公路运输，确保煤炭正常外运。本公司将继续强化
销售的龙头地位和作用，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保证运输畅通，充分满足生产和
市场的需要。

十、公司设立时资产评估情况
受阳煤集团的委托，山西省资产评估中心事务所以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
基准日，对阳煤集团拟发起设立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筹）所涉及的资产
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定和估算，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晋资评报字［１９９９］
第 ４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经山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晋国资评管函字（１９９９）
第 １０４ 号确认。

（一）资产评估结果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投入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筹）的
总资产账面金额为 ８５２４２．１９ 万元，总负债账面金额为 ５００９２．８５ 万元，净资产账
面金额为 ３５１４９．３４ 万元；总资产调整后账面值金额为 ８５２４１．９８ 万元，总负债调
整后账面值金额为 ５００９２．８５ 万元，净资产调整后账面值金额为 ３５１４９．１３ 万元；
总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００４８．５２ 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 ５００９２．８５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为 ４９９５５．６７ 万元。总资产增值额为 １４８０６．５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７．３７％；净资产增
值额为 １４８０６．５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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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流动资产

１

长期投资

２

固定资产

３

其中：在建工程

４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Ｃ－Ｂ）／Ｂ
×１００％

４５２２１．０７

４５２２０．８６

４５３４３．００

１２２．１４

０．２７

４００２１．１２

４００２１．１２

５４７０５．５２

１４６８４．４０

３６．６９

工程物资
建筑物

５

２０５４２．１８

２０５４２．１８

３７５４７．３４

１７００５．１６

８２．７８

设备

６

１９４７８．９４

１９４７８．９４

１７１５８．１８

－２３２０．７６

－１１．９１

７

８５２４２．１９

８５２４１．９８

１０００４８．５２

１４８０６．５４

１７．３７

流动负债

８

４２５２６．７０

４２５２６．７０

４２５２６．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负债

９

７５６６．１５

７５６６．１５

７５６６．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０

５００９２．８５

５００９２．８５

５００９２．８５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１

３５１４９．３４

３５１４９．１３

４９９５５．６７

１４８０６．５４

４２．１２

资产总计

（二）评估方法
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资产评估操作规范要求，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别，
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
１、关于流动资产的评估
关于流动资产中如下项目：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帐款、其他应收款等
的评估，评估师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经过审查核实后的调整后帐
面数作为评估值，其中对于应收款项的评估，则采用对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方
法，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关于存货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此次评估的存货主要有原材料和产
成品，根据企业提供的存货清单，评估师核实了有关购置发票和会计凭证，并对
其进行了抽查盘点，现场勘察了存货的仓库的保管、内部控制制度。对于原材料
以其最近进货价格并参考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综合考虑确定其评估值；对产成品
以其不含税销售价格，扣除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及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产
成品的评估值。
２、关于机器设备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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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采用重置成本法。根据企业提供的设备明细表，逐一进行了核对，
做到账表相符，同时通过对有关的购置合同、发票及会计凭证审查核实对其权属
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组织专业工程技术人员逐一进行现场勘察和核实。
３、关于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房屋建筑物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根据企业提供的房屋建筑物评估明细表，
逐项进行了核对，做到账表相符。通过对房屋产权证明、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文件
以及相关的会计凭证审查核实，对其权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组织专业工程
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察和核实。
４、关于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的评估
关于流动负债项目中的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应付工资及福利费、预提费
用、应交税金等项目的评估，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经过审查核实
后的调整后帐面数作为其评估值；关于长期借款，则以审查核实后的调整后帐面
数为评估值。

（三）评估增值的原因
１、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调整后账面值 ４５２２０８５８１．７８ 元，评估值 ４５３４２９９５４．６７ 元，增值额
１２２１３７２．８９，增值率 ０．２７％，主要因为：
（１）应收账款：按照我国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坏账准备作为应收账款
的备抵科目，其作用主要为避免坏账损失发生所带来的影响，当坏账未发生时，
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3%--5%提取坏账准备，计入管理费用；当坏账发生时，经
管理当局批准，用以冲抵坏账损失。因此，坏账准备实质上既非资产，又非负债，
仅是一个备抵项目。对于应收账款评估，是在当时应收账款核实无误的基础上，
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评比操作中要在具体分析应收账款数
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信、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基础
上扣除估计可能收不回的款项确定评估值，即应收账款评估值已考虑了可能发生
的坏账损失，因此，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第 38 条明确规
定“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评估结果中没有此项目”。应收账款发生
时间均在 2 年以内，债务人均为与企业经常发生往来款的客户。评估人员对部分
应收账款进行了函证，并具体分析了债务人的经营情况、款项收回情况，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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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凿的证据可表明有无法收回的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值为零，应收账款以
核实后的帐面值 365083513.51 元为评估值。
（２）存货：减值 ６０４０４４．６８ 元，主要原因是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矿、二矿产成品（末煤）的账面单价高于现行市价扣除必要税费及利润后的单
价。
２、固定资产
（１）机器设备减值 ２３２０７５７８．６１ 元，主要原因是：Ｉ．电厂设备现行购置价（主
机）比原购置价减值 ４％左右；ＩＩ．设备原值中包含的资金成本随着国家利率水平的
下调而降低。
（２）房屋建筑物增值 １７０，０５１，６０５．７９ 元，幅度达 ８２．７８％。煤矿井巷工程折
旧是根据煤炭开采量计提的，即吨煤 ２．５ 元，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
矿核定生产能力 ２９５ 万吨／年，二矿为 ４００ 万吨／年，现存主要巷道为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建造，开采量极大，计提折旧高，造成账面净值偏低，而评估中主要根据其
尚可开采储量及开采能力确定其成新率，必然造成尚可使用年限较长，评估成新
率较账面成新率高，形成评估增值。一矿、二矿主要井巷工程建造于 ８０—９０ 年代，
其执行的造价标准主要为 ９０ 年预算定额，而在评估基准日评估时执行的 ９５ 煤规
字 １７５ 号《煤炭建设工程造价计算标准及有关规定》，１７６ 号文《关于调整煤炭建
设现行各定额指标统一基价的通知》，新旧定额相比，定额基价大幅上调，相关的
工、料、机等费用上涨，造成煤炭井巷工程造价增高。

（四）关于阳煤集团一矿北四尺井评估情况说明
阳煤集团一矿北四尺井 １９５８ 年动工兴建，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投产，年设计能力为
４５ 万吨，１９９１ 年重新核定能力为 ６５ 万吨。北四尺井已开采 ３０ 多年，共生产煤炭
２６８４ 余万吨，至 １９９５ 年末剩余地质储量 １６３３．７ 万吨，可采储量 ９４９．１ 万吨，可
布置量 ７４．９ 万吨。根据该矿井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阳泉矿务局（即阳煤集团前
身）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向山西煤炭厅申请该井的报废。考虑到在铁路运力比较
紧张的情况下，阳泉矿务局若核销该矿设计能力 ４５ 万吨后，铁路运量将作相应削
减，所以为了保证阳泉矿务局在煤炭市场较好时能获得足够的运力保证，山西煤
炭厅未做批复。实际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北四尺井已经停止生产经营。
对公司在设立时资产评估报告中涉及一矿北四尺井的情况，公司会计师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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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阳煤集团在发起设立股份公司时，该矿井已处于停产状
态，在对阳煤集团投入股份公司的一矿资产进行评估时，并未将其纳入评估范围，
其报废情况将不对股份公司产生任何影响。”

十一、公司设立时验资情况和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时，委托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００ 年合并成立山西天元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的实收股本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的真
实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１９９９）晋元师股验字第 ９ 号验资报告。
经会计师审核，实际出资情况如下：截止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已按出资规定投入净资产 ４９９，５５６，７００．００ 元（以上净资产已经
山西资产评估中心事务所出具晋评报字［１９９９］第 ４０ 号评估报告，并经山西省国有
资 产 管 理 局 晋 国 资 评 管 函 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０４ 号 文 件 确 认 ）， 其 中 折 为 股 本
３２４，７５９，２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１７４，７９７，５００．００ 元。阳泉煤业（集团）实业开发总
公司投入货币资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折为股本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３９，８００．００ 元；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入货币资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
折为股本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３９，８００．００ 元。安庆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投入货币资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折为股本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３９，８００．００ 元。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投入货币资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其
中折为股本 １，５６０，２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３９，８００．００ 元。
根据验资报告的结果，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筹）申请的注册资本为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截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筹）
已收到其发起人股东投入的资本 ５０９，１５６，７００．００ 元，其中股本 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资 本 公 积 １７８，１５６，７００．００ 元 。 与 上 述 投 资 资 本 相 关 的 资 产 总 额 为
１，０１０，０８５，２００．００ 元，负债总额为 ５００，９２８，５００．００ 元。

十二、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
（一） 财务指标情况

流动比率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０．９２

速动比率

０．７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８７
１．２２

１－１－０－１３５

０．７８

１．０４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４６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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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

２．４９

４．５０

２．４０

１．８０

存货周转率

４．９４

１０．１９

４．９５

５．１０

６．３７％

７．１８％

７．９６％

——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２１％

５９．８０％

５９．７８％

５４．４２％

每股净资产

１．８９

１．８２

１．７０

１．６３

０．４７

１．４９

０．８６

０．３７

无形资产／总资产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元／股）
上述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期末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值／期末股本总额

（二）每股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
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九号）》规定，报告期
内公司全面摊薄和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结果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期间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加权

摊薄

加权

摊薄

加权

摊薄

加权

摊薄

主营业务利润

４４．１６％

４５．６３％

８４．２７％

８７．０５％

６９．１７％

７３．４５％

——

５６．１９％

营业利润

２１．８９％

２２．６２％

３８．６５％

３９．９３％

３１．２６％

３３．２０％

——

２９．１５％

净利润

１４．００％

１４．４６％

２７．６８％

２８．５９％

１９．０５％

２０．２２％

——

１９．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１４．６７％

１５．１６％

２８．３４％

２９．２７％

１９．３８％

２０．５８％

——

１９．４１％

注：１、全面摊薄净资产值采用经审计的各期期末公司股东权益数据，该数据中已扣除了
属于当期的利润分配。由于加权净资产值中仍包括属于当期应分配的利润，且公司该等利润
分配金额均高于当期实现净利润的 ５０％，所以造成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低于同期全面摊
薄净资产收益率。２、非经常性损益包括：公司各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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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指标
期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０００ 年度

项目

加权

摊薄

主营业务利润

０．８６

０．８６

１．５８

１．５８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０９

１．０９

营业利润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７３

０．７３

０．５６

０．５６

０．４８

０．４８

净利润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５２

０．５２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０．２９
后的净利润

０．２９

０．５３

０．５３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３２

加权

摊薄

加权

摊薄

加权

摊薄

注：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

十三、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财务状况的意见
现将公司管理层以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财务报告为口径，
对公司财务状况所作的简要分析及结论性意见说明如下：

（一）财务状况分析
１、资产状况分析
在公司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 １６５６９２．０８ 万元中，包括流动资产
６９８００．５１ 万元，固定资产 ８５３３８．３９ 万元，无形资产 １０５５３．１８ 万元，分别占总资
产的 ４２．１３％、５１．５０％和 ６．３７％。上述数据表明公司资产的构成比较合理。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１４４００．６７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２０．６３％；应收账款
３３６９７．９２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４８．２８％，且该等应收账款余额中的 ９０．７１％为账龄在
１ 年以内的款项；存货为 １０８２０．８８ 万元，较年初增长了 ６８．７２％，主要是由于本期
公司产量大幅增加造成的。因此，公司目前资产的质量和流动性较好。从资产的
周转速度来看，通过对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指标的纵向比较分析，２００２
年公司该等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均出现了明显的加快，应收账款周转率由 ２００１ 年
的 ２．４０ 提高到 ４．５０，存货周转率则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９５ 提高到 １０．１９。公司资产指
标得到改善主要得益于目前国内煤炭市场旺盛的需求。公司的煤炭产品供不应求，
减少了公司的产品库存，使存货周转速度大幅加快。同时，有利的市场环境也使
得公司一方面能够采用先收款后发货的销售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时机加强以
前货款的回收，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综上，公司管理层认为
公司资产的构成、质量以及使用效率均处于较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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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２．２１％，处于正常的经营水平。
公司的负债结构中，长期负债 ２６９０５．１２ 万元，占总负债的 ２６．１０％；流动负债
７６１７０．０８ 万元，占 ７３．９０％。２００２ 年底，公司流动比例和速动比例分别为 ０．８７ 和
０．７８，较 ２００１ 年底的水平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较大幅度增加了公司流动负债的水平。此外，本期公司生产准备工程投入较大，
由于部分工程尚未结算工程款，导致其他应付款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流
动指标的下滑。具体到公司的借款情况，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短期借款
１３６９８．５０ 万元，长期借款 ２２３９２．５６ 万元。公司具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因为：
第一，公司拥有货币资金 １４４００．６７ 万元，比较充足；第二，公司持有变现能力较
强的应收票据 ５３４３．１３ 万元。而对于长期负债，公司所有者权益是长期负债的 ２．３３
倍，说明公司债务有充分的偿付保障。综上，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目前偿债能力
较强。
３、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 １．４９ 元，较 ２００１ 年的 ０．８６
元增长了 ７３．２６％。在有利的市场环境，公司收入现金的能力得到了加强，收益中
现金含量较高。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主要是公司增加生产投入所致。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为 ０．４７ 元，同比下降了 ２３．６４％，主要是因本期
支付职工工资上涨幅度达到了 ６０．４８％。
４、公司业务及盈利能力：公司的无烟煤产品因品质优良、信誉良好而受到广
大用户的青睐。２００２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出现较大幅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煤炭销
售量的增长，各煤炭产品品种的产销率均达到或超过了 １００％；另一方面则得益于
公司煤炭产品的综合售价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０．２５ 元／吨上涨到 ２００２ 年 １６６．６３ 元／吨，
升幅达到了 ２７．９３％。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公司 ２００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万元，较 ２００１ 年增长了 ４０．７１％。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及煤
炭产品综合售价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１７．８３％和 ７．４１％。从主营业务成本角度比
较，公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期间，吨煤销售成本维持在 ７０ 元至 ８０ 元之间。在 ２００２
年，公司吨煤销售成本为 １００．３９ 元，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原因除职工工资增加以
外，主要是由于公司当期对生产准备项目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投入，造成吨煤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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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的增加。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吨煤销售成本继续在工资上涨因素的影响下，呈
上升趋势，达到了 １０５．５３ 元。２００２ 年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的毛利率水平分别为
３９．６６％和 ４１．０４％，稳定处于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２００２ 年度，公司实现每股收益
０．５２ 元，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也达到了 ２８．５９％，两项指标分别比 ２００１ 年增长
了 ５２．９４％和 ４１．３９％。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的每股收益 ０．２７ 元，同比增长了
１７．３９％。上述数字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为继续保持良好的
经营业绩，一方面，公司将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积极拓展销售市场；另一方面，
公司将继续推行目标成本管理，通过增收节支，使公司效益得以提高。

（二）公司盈利前景
１、２００３ 年公司业务前景
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加大对煤炭选煤加工和电力生产的投入，力争在 ２００３ 年
实现煤炭产品 １６３５ 万吨（含收购后的洗选煤分公司和托管资产），发电量达到 ６．８
亿千瓦时（含收购后的发供电分公司），确保公司主营收入的稳步增长。同时公司
将充分利用自身在瓦斯治理方面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以煤层气等煤炭生产加工
过程中的副产品为原料的新产品开发，以实现公司利润总额逐年递增，保证股东
利益的实现。
２、报告期内和预测期间出口与内销结构变化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１） 报告期与预测期出口与内销煤价格、数量对比表
出口煤
日期

销量
数量

比例

售价

国内销售煤
金额

销量
数量 比例

售价

合计
金额

销量
数量 比例

售价

金额

２００１ 年

５２

７．６５％ ２１９．１８ １１３８９．５３ ６２８ ９２．３５％ １３５．４３ ８５１０２．７６ 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１．８３ ９６４９２．２９

２００２ 年

５８

７．０９％ ２３２．７６ １３５０６．１２ ７６０ ９２．９１％ １６１．５９ １２２８９２．２５ ８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６．６３ １３６３９８．３７

２００３ 年

５７

６．８５％ ２２７．１２ １２９４６．００ ７７５ ９３．１５％ １６９．２２ １３１１４７．７０ ８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１９ １４４０９３．７０

（２）出口煤和内销煤价格差异说明
价格构成差异造成售价差异。出口煤价格是指离岸价（ＦＯＢ），其价格构成包括
了国内运费、港杂费及代理费；内销煤价格是指车板价，亦称出厂价，内销煤的
国内运费由客户自行承担，无港杂费支出，因此其价格仅包括了销售费用。该等
因素造成出口煤和内销煤价格构成上的差异。
（３）公司出口煤和内销煤销售净价及其获利额情况
若按销售净价考虑，２００２ 年出口煤价格为 １３９．０４ 元／吨，内销煤价格为 １５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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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两者相差 １２．６２ 元／吨；２００３ 年出口煤价格为 １３３．４０ 元／吨，内销煤价格
为 １５９．２９ 元／吨，出口煤价格低于内销煤 ２５．８９ 元／吨。因为不同的煤炭产品由同
一洗选加工过程产生，因此其成本不可明确划分，故公司在核算时不同品种的产
品成本不存在差异。
２００２ 年出口煤与内销煤售价成本构成表
出口煤
售价

内销煤
２３２．７６ 元／吨

减：港杂费

３５．８５ 元／吨

运费

５３．７３ 元／吨

代理费

４．１４ 元／吨

销售净价

１３９．０４ 元／吨

减：成本

１００．３９ 元／吨

吨煤获利额

３８．６５ 元／吨

售价

１６１．５９ 元／吨

减：销售费用

销售净价

９．９３ 元／吨

１５１．６６ 元／吨

减：成本

１００．３９ 元／吨

吨煤获利额

５１．２７ 元／吨

２００３ 年出口煤与内销煤售价成本构成表
出口煤
售价

内销煤
２２７．１２ 元／吨

减：港杂费

３５．８５ 元／吨

运费

５３．７３ 元／吨

代理费

４．１４ 元／吨

销售净价
减：成本
吨煤获利额

１３３．４０ 元／吨
１０１．６０ 元／吨
３１．８０ 元／吨

售价
减：销售费用

销售净价
减：成本
吨煤获利额

１６９．２２ 元／吨
９．９３ 元／吨

１５９．２９ 元／吨
１０１．６０ 元／吨
５７．６９ 元／吨

此外，还应注意到出口煤与内销煤在现金流上的差异，即由于出口免抵退政
策，出口与内销吨煤净现金流量为内销煤销项税金 ２１．０１ 元，虽然没有体现在公
司账面利润上，但实际上公司可支配的现金却增加了。
③出口煤与内销煤毛利比较
由于国际国内煤炭市场变动和品种结构的差异，２００２ 年出口煤吨煤获利额为
３８．６５ 元，比内销煤低 １２．６２ 元；２００３ 年出口煤吨煤获利额为 ３１．８０ 元，比内销
煤低 ２５．８９ 元。公司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共出口煤炭 １１０ 万吨，实现毛利 ２９４７ 万元。
（４）预测期出口煤与内销煤结构变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①价格变化对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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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出口煤价格比内销煤价格降低 ２５．８９ 元，影响利润减少（５７＊２５．８９）
１４７５．７３ 万元。
②销量结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
在 ２００３ 年出口煤价格有所降低，总销量保持一定的前提下，由于 ２００３ 年出
口煤销量比例下降了 ０．２４％，影响利润增加（８３２＊０．２４％＊２５．８９）５１．７０ 万元。

（三）公司主要财务优势
１、产品销售优势：公司生产的无烟煤产品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山东地区有
牢固的市场基础，产品深受用户信赖。由于售后服务好和产品质量稳定，公司有
相对稳定的客户，并已与这些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公司
建立了运行有效的销售网络，保证了公司在生产销售上的相对稳定性和应收帐款
的有效回笼。
２、间接融资优势：公司信用良好，信用等级为“ＡＡＡ”级，通过与银行建立
良好的关系，与阳泉市工行签订了银企合作协议，保证了间接融资渠道畅通。
３、盈利水平优势：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水平处于较高的水平，近三年公司销售
毛利率和净利率平均水平分别为 ４３．１３％和 １２．４１％。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连续保持
了较高的水平，３ 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 ２２．７４％。
４、发展潜力优势：公司的营业利润、净利润、净资产、总资产增长平稳，随
着公司完成对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和发供电分公司的收购，公司煤炭和电力产
品的生产规模得到扩大，有利于公司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煤
炭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公司拟投资新建的甲醇和活性炭项目，产品具有良好的市
场前景，新产品的生产将构成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有益补充，分散公司业务过于集
中的风险，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公司的整体竞
争实力。可以预见，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后，不仅可以在资产规模上实现大幅度
的增长，盈利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四）公司可能面临的财务困难
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设立的，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公司在现代财务管理和
资本运作上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加入 WTO 后竞争加剧将可能给公司带来较大的
压力，从而导致公司在筹资和经营等方面的困难。本次股票发行后由于收购的实
施，如何能够整合公司的主要业务和资产、有效的控制成本、使公司发挥整体优
势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将成为公司工作的重点。另外，公司目前较多的应收账
款也有可能给公司今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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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业务发展目标

一、业务发展计划所依据的假设条件
（一）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环境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
没有发生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不可抗力事项。
（二）公司现有的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煤炭选煤业务按往年正常的水平进
行，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和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 ２００２ 年水平。
（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按计划到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按计划开工投产，生产能力及经济效益不低于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水平。

二、业务发展目标的经营理念
公司以“诚信创新”为经营理念，奉行“以变应变、以诚求成、以才生财、
以新求兴”。

三、业务发展计划
（一）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以突出主业为核心，以下游延伸为主体，
以多元发展为突破，以最大限度实现公司整体利益为目标。
突出主业：公司将充分发挥现有的优势，始终不渝地坚持“优产优销”的双
优工程建设，实现合理集中生产，真正做到用人少、效率高、效益好，搞好集约
化管理，生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同时，通过收购等多种方式，扩大公司煤炭开
采和加工业务规模，实现公司规模化生产经营，增强公司在煤炭主业上的竞争实
力。
下游延伸：公司将充分利用煤炭资源优势，沿着发展煤炭深加工、实现综合
利用的思路，以甲醇、活性炭为龙头，做好煤炭下游行业项目的开发，实现与煤
炭主业在经济上的互补，从而带动并促进公司整体效益的提高。
多元发展：公司将积极实施综合开发、多元发展的方针，在实现从煤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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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到煤炭生产和深加工利用型的根本性跨越的同时，通过效益优化，为公司的进
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通过实施上述战略，公司力争形成年生产优质煤炭 １６００ 万吨（含托管矿井产
量）的能力、年选煤加工能力 ２１４０ 万吨、发电装机容量 １０．６ 万千瓦、煤层气年
生产甲醇 ５ 万吨、煤基活性炭年生产 ４ 万吨的格局，形成煤炭生产—→选煤加工
—→电力生产—→煤炭化工一体化的产业链。

（二）产品开发计划
１、现有产品的开发计划
公司现有的主要产品包括电煤、化工用块炭和冶金用洗粉煤。当前和未来几
年，煤炭消费将进一步向电力市场集中，到 ２００３ 年，晋冀鲁地区将有 ６３８ 万千瓦
无烟煤或贫瘦煤无烟煤混烧机组投产，年耗无烟煤将增加 １０００ 万吨以上，市场前
景看好。根据上述市场发展趋势，公司作为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地之一，将大力
开发电煤产品。
块炭产品多年来在市场上畅销不衰，今后公司将继续加大块炭的生产力度，
同时根据市场对小块产品需求的增加，适度增加小块的产量。
高炉采用无烟煤喷吹是目前国内外钢铁企业普遍推行的节能代焦新技术，市
场潜力较大。公司将加大洗粉煤的开发力度，以更好的适应市场的需求趋势。
出口煤对缓解国内煤炭市场压力，分散市场风险起到很大的作用。公司将积
极响应国家鼓励煤炭出口的政策，利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利时机，加大
煤炭产品国际化经营的力度。公司将以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等国外重点客户为
切入点，一方面提高公司煤炭产品在该等客户燃煤供应中的份额，另一方面继续
开发新的客户资源。
２、新产品的开发计划
公司拟运用部分募股资金于活性炭和甲醇两种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１）活性炭产品：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作为城市供水净
化、工业废水处理和烟气脱硫等主要原料的活性炭将在未来的几年中出现较大幅
度的需求增长。预计到 ２００５ 年，我国活性炭的需求量就要达到 １５－２０ 万吨，而目
前我国的活性炭产量仅为 １２ 万吨，产品中还要有 ７０％出口。迅速扩大的国内外市
场需求与现有供应能力相比，产生了较大的缺口，为活性炭产品提供了的发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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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公司是优质无烟煤生产基地，在发展活性炭产品方面具有极强的成本优势和
竞争优势。
（２）甲醇产品：甲醇是重要的化工原料，随着其应用领域的不断开拓，需求
量将不断的增加。我国的甲醇生产因为生产能力小、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所
以目前国内市场上对甲醇产品的需求要依赖于进口。由于甲醇的制造原料来源于
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煤层气，而公司在煤层气的处理方面有着技术和经验的优
势，因此，公司计划利用自身优势，并结合甲醇产品的市场前景，投入部分资金
进行甲醇的生产。
活性炭和甲醇两种产品都具有良好市场前景，同时又与公司现有的煤炭开采
和加工业务紧密相关。通过上述两种新产品的生产，不仅可以抓住市场契机，开
发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还可以有效降低公司产品过于单一的
经营风险，从而确保公司长期健康的发展。

（三）人员扩充计划
根据公司发展计划，近两年由于收购项目和新建项目的实施，人员将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对于收购项目以外所需增加的人员，公司将向社会或高校招聘专业
技术人才，普通工种从培训有素的技校毕业生中择优录用。同时公司将着重引进
具有经营专长、技术专长和管理才能的专业化人才，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需求。
公司将以“创新和发展”为主题，建立和完善对内部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大
力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
者下”的优胜劣汰机制。

（四）技术开发与创新计划
１、利用细粒煤筛分技术，开发 １０－１３ｍｍ 细粒煤新产品，适应市场要求。
２、利用局部扇风机变频调速节能技术和瓦斯浓度传感器信号传输技术，对巷
道瓦斯浓度进行监测，并将信号传输给变频调速机构，调整局扇风速，减少无效
风量，达到节能目的。
３、进行装车伸缩装置的研制，以控制限下超标问题。
４、进行燃煤锅炉固硫剂的应用研究试验，从而降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的排放
量。
５、进行隐蔽火源探测技术研究，利用红外线热成像技术，对煤层巷道及采空
１－１－０－１４４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区温度异常区域进行高精度连续测量，圈定煤层自燃发火范围，确定隐蔽火源位
置，降低安全隐患。

（五）市场开发与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公司在现有的三个区域销售代表处和一个出口代表处的基础上，将建立一个
覆盖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区域的销售网络。

（六）再融资计划
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用于经营与发展：一方面，公司将继续利用
银行这个间接融资的渠道，申请短期贷款用以补充生产经营性流动资金；另一方
面，公司将根据投资计划，合理安排募股资金的投入与使用，加强资金的管理，
保持公司的盈利水平，选择适当时机通过配股、增资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手段
筹集公司长期发展所需资金，拓宽融资渠道。

（七）收购兼并及对外扩充计划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票后，将利用募集到部分资金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
和发供电分公司，在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增强主营业务实力的同时，彻底解
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八）深化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规划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在公司决策问题上的科学
性，注重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增强公司经理层组织日常生产经营工作的能动性；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加强对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的监督，保证公司经营活动
的合法有效；最终建立起各负其责，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此外，
公司还将按照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职能
配置，进一步提高内部机构的运作效率。

四、上述发展计划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上述业务发展计划是在公司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按照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编制的。公司现有业务是该发展计划的根本所在，发展计划主要是从横向上扩展
了公司的业务，从纵向上增强了主营业务的深度，整体上提高了公司经营及管理
水平，为公司的发展挖掘了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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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述发展计划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较大规模资金运用和公司业务进行扩展的背景下，公司在战略规划、组织
设计、机制建立、资源配置、运营管理特别是资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面临
巨大的挑战。

六、募股资金用途对实现上述发展计划的作用
本次募股对于本公司实现前述业务目标具有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实现
业务目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资源，保证了公司的产业化投入规模，同时也为公司
下一步再融资建立了与资本市场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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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股资金运用
公司本次计划发行股票 １５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 ８．２０ 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３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１１８３２８ 万元。所募集资金
将按重轻急缓顺序用于下列项目：
１、投资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项目；
２、投资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收购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项目；
３、投资 ２４４００ 万元新建 ４ 万吨／年煤基活性炭项目；
４、投资 ２５７３４ 万元新建 ５ 万吨／年甲醇项目。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能源工业，煤炭的需求量将逐步增长。根据原国家经贸
委 ２００１ 年公布的行业“十五规划”，煤炭企业将加快重组力度，逐步形成 ８ 家左
右的大型企业，保证其市场占有率达到 ３５％。公司此次募集资金运用将根据这一形
势和公司持续发展的要求安排，强调主业突出，强化以科技为主导的公司竞争优
势。项目 １ 为资产收购项目，通过本次收购公司的煤炭洗选加工能力将由目前的
８８５ 万吨提高到 ２０５０ 万吨，在实现规模经营的同时，利用整合优势提高公司的经
济效益。项目 ２ 为资产收购项目，此项收购将充分利用发供电分公司所属两个电
厂的坑口优势和能源优势，实现煤炭的就地加工和转化。在保证公司对电力产品
和热力产品的需要，有效降低成本的同时，为公司新建项目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
降低市场风险。项目 ３ 为环保和煤炭深加工项目，随着我国环境整治工程的逐步
深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本项目拟充分
利用公司现有的资源优势新建煤基活性炭项目。项目产品可用于气体分离、污水
处理、电厂脱硫等，待本项目全部竣工后其市场占有率在 ２０％以上，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项目 ４ 为环保和综合利用项目，公司拟充分利用在原煤开采过程中的副
产品——煤层气资源，建设 ５ 万吨甲醇项目，在减少煤层气外排造成环境污染的
同时生产市场需求缺口较大的甲醇产品。同时活性炭项目与甲醇项目拟相邻建设，
相互之间可利用其副产品，有效降低各自生产成本。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已由公司第一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的使用将按照公司的项目投资计划实施，实际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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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超过项目投资计划的部分，公司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不足的部
分，公司将采用向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一、募股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募集资金在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到位计算，其对当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
响见下表：
募集资金运用成果
项

目

净资产（万元）
每股净资产（元）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销售毛利率

２００２ 年
实际数
６０１８０．１８
１．８２
２８．５９％
５９．８０％
３９．７５％

２００３ 年
预测数
１８７９６０．２７
３．９１
８．５５％
３５．４２％
４１．６１％

变动幅度
２１２．３３％
１１４．８４％
－７０．０９％
－４０．７７％
４．６８％

注： ２００３ 年预测数据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为基础，按每股 ８．２０ 元的发行价格
计算，未考虑 ２００３ 年期末利润分配因素。

二、拟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下列投资项目按重轻、急缓排序。

（一）收购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项目
１、项目背景
随着煤炭市场运行秩序的改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明显提
高。公司从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的战略出发，拟利用
本次发行所募资金收购阳煤集团所属的洗选煤分公司，同时亦作为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的一个补充。
２、洗选煤分公司概况
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阳泉市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
洗选煤分公司现拥有四个选煤厂，即三矿、四矿、五矿、新景矿选煤厂，设计选
煤加工能力 １１６５ 万吨。四座选煤厂均属于矿井型选煤厂，对开采原煤就近加工筛
选，从而能有效降低成本。公司选煤加工工艺及技术水平在国内煤炭行业居领先
水平。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洗粉煤产量明显增加，洗块炭产量亦有所增长。煤
炭产品结构向“精、细、高”多元化发展，“阳优”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
为公司商品煤销售开拓、占领市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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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矿选煤厂
三矿选煤厂建于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年设计能力为 ２５５ 万吨，主要工艺原设计为
筛选、手选相结合，主要产品为大、中块。１９８６ 年 ５ 月，三矿选煤厂进行改造，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建成中国第一套无烟煤跳汰选煤系统，年入选量 １００ 万吨，新增产品
为选中、小块。原煤准备车间主要包括原煤除铁、除杂、块煤破碎、大块手选工
艺；原煤筛分车间包括 １３ｍｍ 原煤筛分、末煤储存仓等环节；块煤选煤车间包括块
煤跳汰分选、块煤及限下洗粉煤储存、矸石运输等工艺；煤泥水系统包括一次浓
缩机、二次深锥浓缩、压滤机、高频筛和煤泥沉淀池等。三矿选煤厂现有设计选
煤能力为块精煤为 ５６ 万吨／年；末煤为 ２５０ 万吨／年；煤泥 ３ 万吨／年。
②四矿选煤厂
四矿选煤厂为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建成的第一座筛选厂，当时年设计能力为 ９０ 万吨，
主要生产各粒级筛选块。１９８１ 年 ５ 月，四矿选煤厂进行了第一次改造，１９８６ 年 ５
月竣工投产。选煤工艺为重介斜轮主再洗。年设计能力 １５０ 万吨，主要产品为洗
大、中、小块。１９８８ 年 ５ 月，四矿选煤厂针对中煤含量极少的实际情况，为了增
加洗煤环节能力，对重介斜轮系统进行了改造，变主再洗为单一入洗，主洗斜轮
洗大块，再洗斜轮洗小块。年设计加工能力 １５０ 万吨，主要产品有洗大块、洗中
块、洗小块、末煤、煤泥等。现有设计生产能力为块精煤 ３６ 万吨／年；末煤 ６７ 万
吨／年；煤泥 ６ 万吨／年。
原煤准备车间主要包括原煤除铁、除杂、块煤破碎工艺；块煤选煤车间包括：
原煤筛分、块煤斜轮选煤、块煤脱介、煤矸石运输、块煤系统介质回收等环节；
煤泥水系统包括：一次浓缩、压滤机和煤泥沉淀池等。四矿选煤厂选煤工艺为块
煤重介斜轮分选，末煤筛分，煤泥压滤。
③五矿选煤厂
五矿选煤厂于 １９８４ 年开始建设，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投产，年处理能力为 ４００ 万吨，
主要工艺为块煤单一跳汰分选，主要产品为洗大、中、小块和洗粉煤。现有设计
选煤能力为块炭 １００ 万吨／年；洗粉煤 ５２ 万吨／年；末煤 １４０ 万吨／年；洗中煤 ３８
万吨／年；煤泥 ２０ 万吨／年。
④新景矿选煤厂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新景矿选煤厂开始投建，１９９７ 年 ７ 月投产。年处理能力 ３６０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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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为洗块炭和洗粉煤。新景矿选煤厂为原煤全部入洗的选煤厂，选煤工艺
为块煤重介浅槽分选、末煤重介旋流器分选、煤泥螺旋分选。原煤准备车间主要
包括原煤除铁、除杂、块炭破碎工艺；块炭选煤车间包括原煤筛分、块煤选煤、
块煤脱介、煤矸石运输、块煤系统介质回收、块煤储存仓等环节；末煤车间包括
末原煤脱泥、末煤选煤、煤泥螺旋分选、产品脱介、粗煤泥回收、介质制备、介
质提升、末煤系统介质回收等工艺。煤泥水系统包括一、二次浓缩、压滤机、高
频筛和煤泥沉淀池等。现有设计能力为，块炭 ７０ 万吨／年；洗粉煤 １２５ 万吨／年；
中煤 ２８ 万吨／年；煤泥 ２１ 万吨／年。
３、洗选煤分公司托管经营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与阳煤集团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属于被
股份公司托管的范围，具体托管经营的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七、公
司托管经营阳煤集团部分资产的情况”。
４、被收购方情况说明
有关阳煤集团概况、财务资料，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九、（一）、１”。
阳煤集团已做出承诺，待股份公司收购洗选煤分公司资产手续完成、收购资
金到达集团公司账户后，资金用于集团公司控股的山西兆丰铝冶有限责任公司电
解铝二期扩建工程。该项目已经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晋计结构发［２００１］１７１ 号文
批准。
电解铝具有重量轻、耐腐蚀等特点，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广泛使用的第二大金
属材料，应用领域十分广阔。我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包装材料、
建筑装潢等方面，对电解铝的需求急剧上升。而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也吸引了
大量企业投资建设电解铝项目，造成了目前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在这种情
况下，阳煤集团进行电解铝扩建项目的外部市场环境较为不利。但是，国家有关
部门已经停止了新建电解铝项目的审批，从源头上控制了重复建设。而且与大多
数电解铝生产企业相比，阳煤集团从事该项目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优势：首先，在
原料资源供应方面，山西省的铝土矿工业储量居全国第 ２ 位，品位较高，建有全
国最大氧化铝厂，铝工业发展条件居全国之首，阳煤集团可以充分利用本省丰富
的铝矿资源，项目原料的供应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次，阳煤集团凭借现有煤、
电方面的资源，可以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在较低的成本水平上进行电解铝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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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从而使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对原有生
产规模进行扩张，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５、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数据
经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阳煤集团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
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减：坏帐准备
应收款项净额
其他应收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原价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固定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短期借款
预收账款
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
未交税金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借款
长期负债合计
实收资本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２００３．０６．３０
１１．５２
２３９７．６０
２０９６０．４０
１０４．８０
２０８５５．６０
２０５．８７
４９３２．６９
２８４０３．２７
４９３５６．９１
１７２３７．７６
３２１１９．１５
３２１１９．１５
６０５２２．４３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４４９０．２１
１２５．０２
１５０．６６
６９．５２
１８．４１
８７６５．６９
３２３１４．２３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２６３０８．１９
２６３０８．１９
６０５２２．４３

１－１－０－１５１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２１２．８４
８７９．３９
１７００９．１０
８５．０５
１６９２４．０５
２５８９．３５
１５６２．６１
２２１６８．２４
５０３２７．７７
１６１５７．５１
３４１７０．２５
３４１７０．２５
５６３３８．５０
７５００．００
１４２２０．３３
３６６８．３３
８９．２８
１９６．７８
２７．４８
２４２８．１０
２８１３０．３１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２６３０８．１９
２６３０８．１９
５６３３８．５０

２００１．１２．３１
２７．１８
２４７．２４
１５０５．５５
７．５３
１４９８．０２
１１７１．４４
２８１５．５４
５７５９．４０
５５２１１．９１
１２８９８．０４
４２３１３．８７
４２３１３．８７
４８０７３．２９
６１００．００
——
５１２．４８
４８．５０
３１１．９８
８．７５
６５１０．５３
１３４９２．２３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３２６８１．０６
３２６８１．０６
４８０７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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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２ 年度

２００１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８２７．１８

１１６６９９．５０

８３１１３．７２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６７８２７．１８

１１６６９９．５０

８３１１３．７２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５６６９６．７３

８９８１４．７２

６４５１４．３７

３４３．９５

７５５．８８

４１６．６７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１０７８６．５０

２６１２８．９０

１８１８２．６７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１７７．１８

２１８．４８

１２９．８８

７９８８．０６

１８００３．００

１３３８６．７７

管理费用

４４７．９９

２６６５．２７

１３３６．３１

财务费用

３４３．９６

７７０．０５

６５２．７６

２１８３．６７

４９０９．０５

２９３６．７２

加：营业外收入

——

１５．１６

——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５３

４５．８１

——

２１８２．１４

４８７８．４０

２９３６．７２

减：所得税

７２０．１１

１６０９．８７

９６９．１２

五、净利润

１４６２．０４

３２６８．５３

１９６７．６０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减：营业费用

三、营业利润

四、利润总额

６、洗选煤分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
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
拟收购的阳煤集团所属洗选煤分公司所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定和估
算，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出具了晋资评报字［２００２］第 ９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１）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账面价值
项

目
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Ｂ

Ｃ

增减值

增减率％

Ｄ＝Ｃ－Ｂ

Ｅ＝（Ｃ－Ｂ）／Ｂ
＊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２５，４９２．７０

２５，４９２．７０

２５，９３０．４０

４３７．７０

１．７２

固定资产

４０，９８２．６６

４０，９８２．６６

３６，３４３．６２

－４，６３９．０４

－１１．３２

其中：建筑物

２６，２０６．７６

２６，２０６．７６

２０，８６７．１６

－５，３３９．６０

－２０．３７

机器设备

１４，７７５．９０

１４，７７５．９０

１５，４７６．４６

７００．５６

４．７４

１－１－０－１５２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资产总计

６６，４７５．３６

６６，４７５．３６

６２，２７４．０２

－４，２０１．３４

－６．３２

流动负债

３１，８９４．３０

３１，８９４．３０

３１，８５３．３１

－４０．９９

－０．１３

长期负债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３３，７９４．３０

３３，７９４．３０

３３，７５３．３１

－４０．９９

－０．１２

净资产

３２，６８１．０６

３２，６８１．０６

２８，５２０．７１

－４，１６０．３５

－１２．７３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２］９０ 号文确认。
（２）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即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
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该资产实际已发生的实体性陈旧
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后所得到的差额作为其评估值；或者通过鉴定资
产的使用状态，确定其成新率，再用重置成本与成新率相乘所得出的乘积作为评
估值。
其中：
流动资产的评估：委托评估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货。评估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报表及各项目的清查评估明细表，对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根据其经济内容、对方的资信情况及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及相对
应的权利价值确定评估值。对存货类资产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此次存
货主要是产成品，由于洗选煤分公司的产成品均为以销定产，评估时以其不含税
出厂价格，扣除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后确定产成品的评估值。
机器设备、车辆的评估：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人员根据委托
方提供的设备与车辆清查评估明细表，首先进行了账表、账帐核对、现场勘察，
对设备、车辆的新旧程度、技术性能、运行环境、利用率及维修保养状况进行了
调查，对价值较大的重点设备性能进行现场重点调查并查阅设备技术档案，按操
作要求现场填写机器设备作业表。然后根据评估规定，结合设备、车辆现状，确
定评估标准与测算方法。
房屋建（构）筑物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时采用房、地分离原则，
房屋建（构）筑物不含土地价值。本次评估中建筑物重置价值是根据综合造价、
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来确定的。
递延资产的评估：递延资产主要是新景矿选煤厂的开办费，评估时按尚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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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价值确定评估值。
负债的评估：本次受托评估的负债包括短期借款、预收帐款、其他应付款、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未交款、预提费用。评估时，根据企业
提供的各项目清查评估明细表，对短期借款、预收帐款、其他应付款、应付工资、
应付福利费、应交税金、其他未交款按在评估目的实现后产权持有者实际需要负
担得金额，经评估人员审查核实后，以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对预提费用中的大修
理费用评估时按零值计算，对其他养老保险统筹等按核实后的帐面值为评估值。
（３）评估增减值情况说明
从评估结果可知，洗选煤分公司总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６２，２７４．０２ 万元，增值
额合计为－４，２０１．３４ 万元，增值率为－６．３２％；净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
增值额合计为－４，１６０．３５ 万元，增值率为－１２．７３％。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增值
４３７．７０ 万元；固定资产增值－４，６３９．０４ 万元；流动负债增值－４０．９９ 万元。
①流动资产评估增减值情况及原因：
本 次 评 估 流 动 资 产 账 面 值 合 计 为 ２５４，９２６，９５７．６３ 元 ， 评 估 值 合 计 为
２５９，３０３，９９３．９２ 元，增值额为 ４，３７７，０３６．２９ 元，增值率为 １．７２％，主要为库存产成
品增值。产成品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近年来煤炭市场看好，煤炭产品紧俏，且洗
选煤分公司的煤炭产品均属以销定产。评估时区分内销煤及出口煤按盘点核实后
的账面数量乘以评估基准日的不含税销售单价，减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后确定评
估值，故产成品评估增值。
②机器设备评估增减值情况及原因
本 次 评 估 机 器 设 备 账 面 净 值 合 计 为 １４７，７５９，００８．５７ 元 ， 评 估 值 为
１５４，７６４，６５３ 元，增值额为 ７，００５，６４４．４３ 元，增值率为 ４．７４％。主要为三矿、四
矿、五矿选煤厂增值 ７，４５８，９１６．３０ 元，分公司本部、新景矿选煤厂减值 ４５３，２７１．８７
元。
其中，三矿、四矿和五矿选煤厂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主
要设备大部分于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购建，评估基准日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费
用均较购建日有较大幅度提高，这是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企业陆续
购买的设备的账面原值中，一般只包括了购买原价、运杂费、安装费（指部分需要
安装的设备），未包括购买期内的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而重置价值按评估
操作规范均考虑了上述两项费用，致使评估增值。公司本部、新景矿选煤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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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部主要是由于计算机、车辆等近年来价格呈下降趋势，
造成评估减值；新景矿选煤厂建设期长达 ８ 年（１９８９ 年开始筹建到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投
产），前期费用高达 ４８％，评估时按正常建设期 ３ 年，前期费用按 ８．５９％考虑，致
使评估减值。
③建筑物评估增减值原因：
本次委估建筑物账面净值合计为 ２６２，０６７，６３４．０３ 元，评估值为 ２０８，６７１，５５４ 元，
增值额－５３，３９６，０８０．０３ 元，增值率为－２０．３７％。主要为新景矿选煤厂减值 ６４，７８７，１８６．１２
元，公司本部、三矿、四矿、五矿选煤厂增值 １１，３９１，１０６．０９ 元。
评估增减值主要原因包括：
Ａ． 分公司新景矿选煤厂原为三矿的改扩建工程，始建于 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７ 年投入生产，
历时 ８ 年，前期费用高达 ４８％，致使账面值偏高。本次评估按正常建设工期三年、前期及
其他费用 ８．５９％考虑，故评估减值较大。
Ｂ． 评估基准日银行贷款利率较建设期有大幅度下调。１９８９ 年－１９９８ 年三年期
银行贷款利率平均为 １０．４３％，而评估基准日同期贷款利率 ５．４９％，下调幅度高达
４７．３６％，因此银行贷款利率大幅度下调，也是本次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Ｃ． 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房屋建筑物中不含土地价值，因此对新景矿选煤
厂张家岩改河工程、场区设施及土方回填等项目（共计 ５ 项，账面原值合计为
１２，８１４，２８１ 元，账面净值合计为 １１，２６６，９００．５６ 元），评估时按零值考虑，这也是
造成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
Ｄ． 分公司三矿、四矿、五矿选煤厂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于 ８０－９０ 年代，评
估基准日人工、材料、机械费用标准较建造日的有所提高，故分公司三矿、四矿、
五矿选煤厂评估有所增值。
Ｅ． 已拆除的新景矿选煤厂灌浆池、四矿选煤厂筛分点（账面原值合计为
１００，９８３．６０ 元，账面净值合计为 ３２，１４１．９２ 元）本次评估按零值考虑，造成相应
减值。
④负债增减值的原因：
负债账面值合计为 ３３７，９４２，９９１．８１ 元，评估值合计为 ３３７，５３３，０９０．６７ 元，
增值额合计为－４０９，９０１．１４ 元，增值率为－０．１２％。
减值的主要原因是：评估时对预提费用中预提的大修理费、没有发生的运费
按零值考虑，使评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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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收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１）本次收购的必要性
①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集团公司所属 ４ 个矿开采的原煤全部进入
洗选煤分公司，洗选煤分公司与股份公司所属选煤厂从事相同的煤炭生产业务，
虽然产品品种和市场可细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拟通过洗选
煤分公司资产收购，将避免同业竞争和减少该项关联交易。
②增强公司竞争力：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调整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家经贸委
对煤炭行业的“十五规划”，若不能充分利用公司处于全国无烟煤生产基地的优势
实现规模效益，将处于竞争劣势，影响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③实现公司服务于股东的宗旨：洗选煤分公司现处于生产经营的低谷，由于
其与股份公司业务上的同质性和管理上的重叠性，若股份公司能利用这一时机实
现对其收购，将能充分利用股份公司在生产经营上的优势和收购以后产生的协同
效应，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目标。
（２）收购的可行性
①资产优良：洗选煤分公司，属于阳煤集团的优质资产，选煤加工工艺及技
术水平在国内煤炭行业居领先水平，经过多年的生产和技术改造，洗选煤分公司
均处于成熟发展期，目前设备状况良好，各种设施完善、系统运转正常，均可达
到设计生产能力。
②品牌优势：洗选煤分公司的煤炭产品具有挥发份低、无粘结性、低灰、低
硫、发热量高的优点，产品符合环保要求，深受国内外市场青睐，在同类产品市
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③运输方便：各厂区都有铁路专用线，运输方面不存在困难，加工后的产品
可通过铁路在阳泉简子沟、白羊墅两个编组站进行编组，发往全国各地。
④市场广阔：国际市场前景广阔，公司通过近几年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异表现，
在日本、韩国、巴西赢得了信誉。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公司的出口煤业务将大幅上
升，本次收购将能有效提升公司的出口竞争力。
８、本次收购的方案设计
本次收购已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１］７４ 号文《关于
同意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偿转让发供电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司的批
复》批准，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股份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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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项目投资总额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全部由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解决。
（１）收购时间：本次收购以本公司 Ａ 股股票成功发行为前提，收购交割日初
步拟定为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的 ３０ 日以内。
（２）收购价格：本次收购以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２］９０ 号文确认的、山
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晋资评报字［２００２］第 ９６ 号）中的
评估结果（洗选煤分公司经营性资产评估净值 ２８５２０．７１ 万元）为基础，再考虑从
评估基准日至收购日之折旧等相关减值及费用，确定收购价格。根据山西省财政
厅出具的晋财企函［２００３］１６ 号批复，该评估结果有效期延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收购资产：由股份公司向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收购洗选
煤分公司经剥离后的全部经营性资产，拟收购洗选煤分公司资产不存在担保及其
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４）本次收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公司拟收购项目（含收购阳煤
集团发供电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司）使用土地涉及工业用地 58 宗，计 253893.72
平方米。山西博瑞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土地以 2000 年 12 月 31 日为
评估基准日，五十年期的土地使用权总价进行了评估。根据博地评字（2001）第
005 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结果为 7487.82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获阳泉市土地管理
局阳土管函字[2001]23 号《关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让售项目土地估
价报告备案的复函》确认。待收购实施后，公司将租赁使用上述土地的使用权。
９、项目经济效益说明
（１）本项目经济效益评价以公司实际完成收购为前提。
（２）项目经济效益评价的假设条件
①项目计算期自实际收购完成后开始，共计 １０ 年；
②公司现执行的增值税等税收政策及其他国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动；
③原煤收购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
④人员工资等成本费用以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实际数，未考虑收购后产生的
协同效应确定；
⑤固定资产折旧按评估确认值计算，其中房屋建筑物按 ３５ 年，选煤设备 １０
年，其他设备 １５ 年；
⑥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量依据公司 ２００１ 年初数据，未考虑项目增产和提价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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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根据洗选煤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实际数为基础。
（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市场分析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７２８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３３ 万元。根据项目现金流量分析，各项财务指标为：内部
收益率 ２４％；投资回收期 ５．１４ 年；净现值 １６０６２ 万元（Ｉｃ＝１２％）；投资利润率 １４％。
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二）收购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项目
１、项目背景
阳煤集团所拥有的发供电分公司包括第一热电厂和第三热电厂，均是坑口热
电联供电厂，主要服务于各矿生产经营所用。基于发供电分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
以及煤炭生产经营以及公司拟投资的甲醇项目和活性炭项目对电力和热力的需
要，公司拟利用募集资金收购集团公司所属发供电分公司。
２、发供电分公司概况
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阳泉市工商局登记注册。现所
辖两个热电厂和一个供电工区三个基层单位。两个热电厂发电装机总容量为
８８０００ＫＷ，供电工区有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一座，３５ＫＶ 变电站一座，６ＫＶ 以上供电线路 １００
多公里。
发供电分公司下属供电工区地处阳泉市桃北路四矿刘家垴，仅距国阳公司 １．５
公里，业务联系非常方便。一电厂地处阳泉市平定县行政区域，距阳泉市及国阳
公司约 ２０ 公里，距太旧高速公路平定口约 ７ 公里。本部及三电厂地处阳泉市郊辛
兴乡，距阳泉市及国阳公司约 ８ 公里，距太旧高速公路坡头口仅 １ 公里左右，厂
前紧临于 ３０７ 国道、石太铁路线，交通、运输、相互联系十分便利。
①发供电分公司本部
发供电总公司本部原为供电工区，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位于矿区刘家垴，在册员
工 １７５ 人，承担着一个 １１０ＫＶ、一个 ３５ＫＶ 和百余公里线路的运行管理、公司转供
电业务以及全集团公司电器试验等工作。供电工区现主要设备有 ５００００ＫＶＡ
（１１０／３５ＫＶ）主变 ３ 台，１６０００ＫＶＡ（３５／６ＫＶ）主变 ２ 台，１１０ＫＶ 线路 ９．８ＫＭ，３５ＫＶ
线路 ３ＫＭ 等。
②第一热电厂
一电厂建于 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投产运行，装机容量 １８０００ＫＷ，安装 ４ 台
３５ｔ／ｈ 沸腾锅炉 ３ 台 ｃｏ－３ｓ／５ 型抽汽式汽轮发电机，投产后 １９９４ 年进行了技术改
１－１－０－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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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将原安装的太原锅炉厂生产的 ４ 台中压链条锅炉改换成四川东方锅炉厂生产
的 ３５ｔ／ｈ 中温中压沸腾锅炉。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经山西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
评审委员会审查，第一热电厂被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并取得了山西省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资格认定证书。
一电厂位于阳煤集团五矿（原贵石沟矿）选煤厂东北侧，属典型的综合利用
坑口热电联产热电厂，主要服务于本矿矿井、选煤厂、兆丰铝厂的供电，以及本
矿矿井、选煤厂、居住区的采暖和生活用电的需要。
电 厂 总 装 机 容 量 ： １８０００ＫＷ ； 年 发 电 量 ： ９７３９×１０４ＫＷ＊ｈ ； 年 供 热 量 ：
７５２５７３×１０６ＫＪ
③第三热电厂
三电厂建于 １９９６ 年，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机组投产运行，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２＃机组投
产运行，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达到了三炉两机全部运行，装机容量 ７００００ＫＷ，安装 ３ 台
１５０ｔ／ｈ 粉煤锅炉和 ２ 台 ３５ＭＷ 抽汽凝汽式汽轮发电机。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经山西省资
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评审委员会审查，第三热电厂被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电
厂，并取得了山西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项目）资格认定证书。
三电厂紧临于阳煤集团新景矿选煤厂西侧，属典型的综合利用坑口热、电联
产热电厂，主要服务于阳煤集团新景矿矿井及选煤厂，且并入发供电分公司的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供国阳公司一矿北头嘴、张华沟风井，国阳公司二矿以及赛鱼、桃
南、桑掌、四矿刘家垴等地用电。同时服务于本矿矿井生产、生活的用汽，和赛
鱼至马家坪矿区范围的居民居住、行政办公、厂区生产的采暖，供热面积达 ２５０
万 Ｍ２，供热工程现正在准备实施。
电 厂 总 装 机 容 量 ： ７００００ＫＷ； 年 发 电 量 ： ４２０００×１０４ｋｗ＊ｈ； 年 供 热 量 ：
１４０６９４２×１０６ＫＪ
３、托管经营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与阳煤集团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属于被
股份公司托管的范围，具体托管经营的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七、公
司托管经营阳煤集团部分资产的情况”。
４、被收购方情况说明
有关阳煤集团概况、财务资料，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九、（一）、１、
主发起人：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 ２００１ 年度、２００２ 年度及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的主要财
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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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３．０６．３０
３７４．００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３３５．６９

应收账款
减：坏账准备
应收款项净额

５３６１．４６
２６．８１
５３３４．６５

４２１２．４０
２１．０６
４１９１．３４

其他应收款
存货

２０５９．１３
６２９．２２

２１６９．８５
６１２．１１

５６０９．２８
７６０．８４

流动资产合计
固定资产原价

８３９７．０１
５９１９１．１２

７３０８．９９
５９１９６．６４

６５６０．３３
６２４６０．６５

减：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５３６５．３０
４３８２５．８２

１３８７９．６５
４５３１６．９８

１０６９９．６７
５１７６０．９８

固定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４３８２５．８２
５２２２２．８３

４５３１６．９８
５２６２５．９７

５１７６０．９８
５８３２１．３１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６６５３．００
２６３７．０５

９９８３．００
２９８３．６４

１１６５３．００
３５９４．２３

应付工资
未交税金

１６０．８５
８４７．８０

１７２．０６
１９５３．００

２３９．５２
１７４５．１１

其他应交款
其他应付款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７２．８８
４１００．０９
１５４８８．５０

１８９．４４
６０５．８７
１５８９１．６４

１３９．９５
３４０．７６
１７７１８．２５

长期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７３８８．５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７７９１．６４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６１８．２５

实收资本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４８３４．３３
３４８３４．３３

３４８３４．３３
３４８３４．３３

３８７０３．０７
３８７０３．０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５２２２２．８３

５２６２５．９７

５８３２１．３１

货币资金

１－１－０－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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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２年度

２００１年度

８７３０．６４

１６６７５．４９

１６６３５．６４

８７３０．６４

１６６７５．４９

１６６３５．６４

６６０１．５１

１２１５２．２３

１２０４５．１４

２１２９．１３

４５２３．２６

４５９０．５０

加：其他业务利润

－６２．３７

－３６２．２８

－６５４．４０

减：管理费用

２９５．６４

５８２．００

６１０．１６

２９５．００

７８０．６４

９５０．７２

１４７６．１２

２７９８．３３

２３７５．２３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３９

５．３８

０．２３

减：营业外支出

——

２１２．３５

８７．８４

１３４４．８４

２５９１．３６

２２８７．６２

４４３．８０

８５５．１５

７５４．９１

９０１．０４

１７３６．２１

１５３２．７１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减：主营业务成本
二、主营业务利润

财务费用
三、营业利润

四、利润总额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

６、发供电分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
山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股份
公司拟收购的阳煤集团所属发供电分公司所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进行了评定
和估算，并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出具了晋资评报字［２００２］第 ９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２］９０ 号文确认。
（１）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账面价值
项

目
Ａ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调整后账面
值

评估价值

Ｂ

Ｃ

增减值

增减率％

Ｄ＝Ｃ－Ｂ

Ｅ＝（Ｃ－Ｂ）／Ｂ＊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８，０２６．６３

８，０２６．６３

８，０２６．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５０，１９７．７３

５０，１９７．７３

４７，６７４．４２

－２，５２３．３１

－５．０３

其中：建筑物

１５，４６０．０９

１５，４６０．０９

１４，６８９．１５

－７７０．９４

－４．９９

机器设备

３４，７３７．６４

３４，７３７．６４

３２，９８５．２７

－１，７５２．３７

－５．０４

资产总计

５８，２２４．３６

５８，２２４．３６

５５，７０１．０５

－２，５２３．３１

－４．３３

流动负债

１７，６２１．２９

１７，６２１．２９

１７，４１０．７３

－２１０．５６

－１．１９

长期负债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９，５２１．２９

１９，５２１．２９

１９，３１０．７３

－２１０．５６

－１．０８

净资产

３８，７０３．０７

３８，７０３．０７

３６，３９０．３２

－２，３１２．７５

－５．９８

１－１－０－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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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估方法
参见本招股说明书本节“二、（一）、６、（２）”。
（３）资产评估增减值情况说明
从上述评估结果可知，发供电分公司总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５５，７０１．０５ 万元，
增值额合计为－２，５２３．３１ 万元，增值率为－４．３３％；净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增值额合计为－２，３１２．７５ 万元，增值率为－５．９８％。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固定
资产增值－２，５２３．３１ 万元，流动负债增值－２１０．５６ 万元。
①机器设备评估增减值的情况和原因
本 次 评 估 机 器 设 备 账 面 净 值 合 计 为 ３４７，３７６，３６２．３７ 元 ， 评 估 值 为
３２９，８５２，７２６ 元，增值额为－１７，５２３，６３６．３７ 元，增值率为－５．０４％。其中：第三热
电厂减值 ２５，６２５，３５９．７５ 元，公司本部、第一热电厂增值 ８，１０１，７２３．３８ 元。评估
增减值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分公司第三热电厂于 ９０ 年代初开始设计，９５ 年始建，
９７ 年 １０ 月一号机组并网发电，９８ 年 ９ 月二号机组并网发电，９９ 年三号炉调试投
用，主机安装结束。由于建设期过长，前期费用高达 ２２．５３％，造成账面值偏高，此
次评估按正常建设期三年，前期及其他费用按 ７．７６％考虑，致使评估减值较大；第
二，评估基准日的银行贷款利息较第三热电厂建设期有较大幅度的下调，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８ 年三年期的平均贷款利率为 １０．９４％，而评估基准日的同期贷款利率为
５．４９％，下调幅度高达 ４９．８２％，因此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下调也是本次评估减值的主
要原因之一；第三，分公司本部、第一热电厂的设备大部分于 ８０ 年代中期、９０
年代初期购置，评估基准日的工、料、机价格标准较购置期有大幅度提高，使公
司本部、第一热电厂的设备有所增值。
②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减值的情况和原因
本 次 评 估 房 屋 建 筑 物 账 面 净 值 合 计 为 １５４，６００，９０３．７４ 元 ， 评 估 值 为
１４６，８９１，５１１ 元，增值额－７，７０９，３９２．７４ 元，增值率－４．９９％。主要为分公司第三
热电厂减值。减值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第三热电厂原为阳煤集团三矿的改扩建
项目，于九十年代初开始设计，１９９５ 年始建，１９９８ 年并网发电，由于建设期过长，
前期费用高达 ２２．５３％，致使账面值偏高，本次评估时按正常建设工期三年、前期
及其他费用 ７．７６％考虑，故造成评估减值较大；其次，评估基准日银行贷款利率较
建设期有大幅度下调，１９９５ 年—１９９８ 年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平均为 １０．９４％，而评
估基准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 ５．４９％，下调幅度高达 ４９．８２％，因此银行贷款利率
１－１－０－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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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下调也是本次评估减值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本次评估采用房地分估，
房屋建筑物中不含土地价值，因此对发供电分公司本部场面工程账面净值为
１，７９８，４０４．６６ 元的项目，评估时按零值考虑，这也是评估减值的原因之一；最后，
发供电分公司本部二项构筑物账面净值合计为 ２３６，４１１．５４ 元，因于 １９９７ 年开始
建设并于当年停建，实为费用支出，评估时按零值考虑。
③负债增减值的原因：
负债账面值合计为 １９５，２１２，８８０．１９ 元，评估值合计为 １９３，１０７，３３１．０１ 元，增
值额合计为－２，１０５，５４９．１８ 元，增值率为－１．０８％。
减值的主要原因是：对流动负债——预提费用中预提的大修理费用按零值考
虑，使评估减值。
７、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１）本次收购的必要性
①避免同业竞争：发供电分公司与股份公司所属第二热电厂均属于热电联供
的坑口电厂，各自生产的电力和热力主要用于所属各矿自身的生产经营，但二者
的产品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因此同业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根据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和彻底解决同业竞争的目的，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发供电分
公司。
②提高公司经济效益的需要：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新建甲醇和煤基活性炭
项目，两个项目拟选址于集团公司所属五矿地区，为了保证项目对电力和热力的
需要，拟收购第一热电厂（五矿电厂）。同时随着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电力和热力的需要也不断增加，收购后可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③煤—电发展战略的需要：煤炭产品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运力，同时
国家对山西变输煤为输电的政策取向也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
道路。
（２）收购的可行性
①电力和热力产品广阔的市场前景
发供电分公司被公司收购后更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并有公司雄厚的资
金做依靠。山西兆丰铝冶公司的大规模改扩建工程即将进行，用电量将成倍数的
增长，同时第一热电厂有进行扩建的场地，公司基于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拟利用
上市后募集的资金用于收购并发展该热电厂。第三热电厂按国家产业结构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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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城市整体供热统一规划，从赛鱼至马家坪矿区区域的供热均由该热电厂供
热，其供热面积规模为 ２５０ 万平方米，此项可行性研究已审查通过，初步设计已
接近尾声，今年三季度工程建设将实施。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由于收购项目所产生的
评估基准日至收购日之间的折旧差额，可以用于该项目的实施。随着人们的生活
水平提高，居民住房取暖需求上升，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社会效益，公司收
购发供电分公司都势在必行，前景广阔。
②发供电分公司技术设备先进
第一热电厂、第三热电厂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相继建成，在设计中已吸收了
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成功的经验，设备选型在国内同行业产品为高档次的，控制系
统采用国内先进技术，整体水平强，现代化技术含量高，各种设备性能可靠，状
况良好，系统运转稳定，现生产能力均已达到设计规模。十多年来，发供电分公
司为两个电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青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
验和管理经验，形成了独自的发供电网络，经济技术指标一直保持同行业先进水
平，第一热电厂现有职工 ３０７ 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 ３２ 人，第三热电厂现有职工
４３３ 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 ３５ 人。高水平的设计将会带来高水平的生产，高水平
的管理将会带来高水平的效益。
③实现公司综合效益的需要
发供电分公司一电厂、三电厂均属环保综合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政策，
是典型的煤炭坑口综合利用热电联产热电厂，均就地燃用各矿井生产的煤炭产品，
直接由各矿井的选煤厂经皮带输送到电厂上煤系统至锅炉上料机，第一热电厂燃
用贵石沟矿井生产的中煤、煤泥掺烧部分末煤，年燃用量 １２ 万吨，第三热电厂燃
用新景矿生产的经选煤厂选煤后的副产品中煤、并掺燃部分末煤，年燃用量 ３３ 万
吨，两个电厂年燃用煤合计 ４５ 万吨，就地消化。第一，可以缓解中煤的市场压力
和铁路运输困难的压力；第二，解决了选煤加工过程中制约能力发挥的难题；第
三，提高煤炭产品的利用价值；第四，减少了许多运输、堆放、管理费用；第五，
节约了煤炭资源；第六，替代了原有 ２０ 多座中小型燃煤锅炉房，大大减少了污染
源，保护了环境。最终达到供电的最大经济性，煤源近，煤价低，发出的电直接
供矿区用，线路短，损失小，电压稳定，同时供热也将会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是国家产业政策提倡的方向，是资源最佳合理优化的结果，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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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发供电分公司将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７、收购方案设计
本次收购已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１］７４ 号文《关于
同意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偿转让发供电分公司和洗选煤分公司的批
复》批准，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股份公司 ２００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项目投资总额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全部由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解决。
（１）收购时间：本次收购以本公司 Ａ 股股票成功发行为前提，收购交割日初
步拟定为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的 ３０ 日以内。
（２）收购价格：本次收购以经山西省财政厅晋财企［２００２］９０ 号文确认的、山
西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晋资评报字［２００２］第 ９５ 号）中的
评估结果（发供电分公司经营性资产评估净值 ３６３９０．３２ 万元）为基础，再考虑从
评估基准日至收购日之折旧等调整因素，确定收购价格。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出具
的晋财企函［２００３］１６ 号文件批复，该评估结果有效期延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收购资产：由股份公司向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收购发供
电分公司经剥离后的全部经营性资产。拟收购发供电分公司资产不存在担保及其
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４）本次收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参见收购洗选煤分公司项目收
购方案设计中有关土地的处置方式。
８、收购项目的经济效益说明
（１）本项目经济效益评价以公司实际完成收购为前提。
（２）项目经济效益评价的假设条件
①项目计算期自实际收购完成后开始，共计 １０ 年；
②税收等国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动；
③所用煤炭以公司对外销售价为计算依据；
④人员工资等成本费用以发供电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实际数为依据，未考虑收购后
产生的协同效应确定；
⑤固定资产折旧按评估确认值计算，其中房屋建筑物按 ３５ 年，主机设备和其
他设备 １５ 年；
⑥电力和热力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量依据公司 ２０００ 年末数据，未考虑可能的
增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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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实施后每年可新增收入 １５５１７ 万元，净利
润 ３１３２ 万元。依据财务现金流量表，各项财务指标为：内部收益率 １７％；财务净
现值 ４９３７ 万元（Ｉｃ＝１２％）；投资回收期 ５．４９ 年；投资利润率 ８．６４％。项目的经济
效益较好。

（三）新建 4 万吨/年煤基活性炭项目
１、项目概述
本项目是基于煤炭深加工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而新建
的。本项目是以公司生产的优质无烟煤为原料，利用国内外先进、可靠的活性炭
生产技术生产优质活性炭产品，该产品将主要用于水净化、污水处理、溶剂回收
和气体净化等领域。公司将充分利用在原料煤上的独特优势新建 ４ 万吨／年规模的
活性炭项目。本项目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实施规模为 ２００００ 吨／年，第二阶
段实施规模为 ２００００ 吨／年。
２、项目的投资情况说明
（１）本项目已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６ 日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基础［２００１］５３６
号《国家计委关于山西阳泉煤基活性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确定，投资总额为 ２．４４
亿元，其中土建工程 ２９９０ 万元，设备投资 １４１００ 万元，土地使用费 １２００ 万，流
动资金 ５４１０ 万元，前期准备及设计费 ７００ 万元。
（２）项目估算原则
项目投资估算主要根据技术设计方案提供的全部工程量，以 ２０００ 年下半年价
格为基价，估算土建工程、设备购置及安装、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的全部投资，
并根据国家计委 １９９３ 年颁布的《项目建设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二版）及原煤
炭工业部 １９９６ 年发布的《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及国家、地方
的其它法规、政策，对项目总投资进行估算。
（３）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
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设备名称
破碎制粉工段
对辊破碎机
振动筛
袋式除尘器
斗式提升机
原料贮罐
密封输送机
雷蒙磨

规格型号

ＫＰＢ－ＩＩ
ＳＺＦ－１０２５
ＦＳＭＣ－４×３０
Ｄ１６０
非标，Ｖ＝１３０ｍ３
ＦＵ２５０
４Ｒ３２１６

单
位

Ⅰ

台
台
台
台
套
台
台

２
４
１
４
３
２
２

数量
Ⅱ
４
３
３
２
２

１－１－０－１６６

Ⅲ
２
４
１
６
５
２
３

Ⅰ
１５２

价格（万元）
Ⅱ
Ⅲ
１３５
２１６

合计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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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袋式除尘器
Ｒ４
密封输送机
ＦＵ－２５０
煤粉贮仓
非标 Φ ３．２×６ｍ
捏合成型
焦油贮罐
非标 Φ ４×６．５ｍ
焦油中间罐
非标 Φ ２．２×３．８ｍ
焦油泵
ＫＣＢ－２００
焦油计量罐
Φ ４５０×６２０
捏合机
Ｌ－１０００
袋式除尘器
ＦＳＭＣ－４×３０
液压机
ＹＡ３２－５００Ａ
密封输送机
ＦＵ－２５０
螺杆成型机
皮带输送机
ＴＤ－７５
炭化
内热式回转炭化炉 非标 Φ １．５×２１ｍ
炭化尾气焚烧炉
２．４×２．５×１６ｍ
废热锅炉
非标， ０．８ｔ／ｈ
旋风除尘脱硫器
ＣＴＳ－２．０
炭化烟囱
Ｈ＝４５ｍ，内衬耐火砖
炭化料料罐
非标，Ｖ＝１３０ｍ３
半成品贮罐
非标，Ｖ＝１３０ｍ３
斗式提升机
Ｄ１６０
直线振动筛
ＳＺＦ－１０２５
活化
斯列普活化炉
非标，１５００ｔ／ａ
烟囱
Ｈ＝４０ｍ，内衬耐火砖
耙式炉
１００００ｔ／ａ
废热锅炉
非标， ２ｔ／ｈ
旋风除尘脱硫器
ＣＴＳ－２．０
后处理
对辊破碎机
ＫＰＢ－ＩＩ
袋式除尘器
ＦＳＭＣ－４×３０
成品贮罐
非标 Ｖ＝１３０ｍ３
密封输送机
ＦＵ－２５０
直线振动筛
ＳＺＦ－１０２５
斗式提升机
Ｄ１６０
雷蒙磨
３Ｒ２１１５
包装机
ＦＢ－ＩＩ
其它
化验设备
维修机械
运输车辆
消防水泵
供配电设备
其它
合计

台
台
个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３

座
座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台

２
２
８
２
２
１
６
６

２
２
８
２
２
１

３
３
１２
３
３
２

４
２
３

４
３
３

座
座
台
台
座
组
组
台
台

８
４
２
２
２
４
４
８
６

座
座
套

６
３

台
台
组
台
台
台
台
台

２
２
２
２
４
２
１
１０

套
套
辆
台
套

１
１
８
２
１

２３５

８

４９８

７３７

４７９

１
１
１

１４７０

４７９

１４７６

２３０６

４６１２

８３９４

８５

３８

６２

１８５

２００

１７２

２１０

５８２

２６２７

３１４９

５８３７

１１６１３

２
２
２

２

３

４
２

８
３

１０

２０

１
１
４

１
１
８

１

１

３、项目工艺技术情况说明
（１）项目工艺技术方案选择
根据国内外煤基活性炭生产工艺技术的发展现状和本项目实验室小试及工业
性试验结果，按照工艺技术路线的选择原则，结合本项目选定的原料煤特性和产
品方案，本项目拟定选择柱状活性炭生产工艺和破碎活性炭生产工艺，以各类柱
状活性炭生产为主，以多种破碎活性炭生产为辅，同时副产一定数量的粉状活性
炭。
（２）本项目选择的生产工艺及工艺流程图
①不定型颗粒活性炭（破碎炭）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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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原料煤按生产要求破碎、筛分以后，直接进行炭化和活化，然后再根据
使用要求破碎到合格粒度即成为成品炭，工艺框图如下：
合格原料煤→破

碎→筛

分→炭

破碎炭←包

化→ 活

化

装← 破碎、筛分

有时为了改善提高产品质量，在原料活化完成后再经酸洗或碱洗，然后经破
碎、筛分、包装成成品炭。
本工艺是煤基活性炭生产中最为简单的一种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质量相对
不高，应用范围较窄，对原料煤的反应活性有一定要求，但生产成本低，设备投
资少，投资回收期短。
②柱状活性炭生产工艺
合格原料煤入厂后，粉碎到一定细度（一般为－１８０ 目或－２００ 目），然后配入适
量粘结剂（一般为煤焦油，也可以用纸浆废液、淀粉溶液、木质磺酸钠溶液等）混
合均匀，在一定压力下用一定直径模具挤压成炭条，炭条经陈化、炭化、活化后，
再根据原料性质和产品要求进行产品后处理，最后经筛分、包装制成活性炭，其
工艺框图为：
＋粘结剂
＋水

合格原料煤 →制
柱状活性炭 ←包

装←筛

粉→ 混

捏 → 成

分←后处理←活

型 → 陈

化←筛

分←炭

化
化

所谓的后处理，与破碎炭生产工艺类似，主要为酸洗、碱洗以脱掉活性炭的
部分灰分，有时也采用高温氧化、浸渍、涂层等处理工艺，其目的是为了改善活
性炭的吸附特性和孔隙分布。
本工艺生产过程复杂，成本较高，但原料煤适应性强，几乎所有适合活性炭
工业生产的原料煤种均能适用，且产品吸附性能好，质量均匀，应用范围很广。
４、项目原辅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１）项目原材料供应情况
①原煤
生产煤基活性炭的原料煤很多，从理论上来说，几乎所有类型的煤均能用于
活性炭的生产，但不同煤种生产的活性炭产品性能差距很大，考虑到活性炭制造
１－１－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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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制造设备、生产成本及产品性能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目前世界上能用于
活性炭生产的煤种主要有无烟煤、长焰煤、弱粘煤、不粘煤、褐煤和泥煤等，且
对原料煤灰分要求十分严格，一般要求灰分＜６％，且越低越好，因此虽然我国煤炭
资源十分丰富，但能用于活性炭生产的原料煤种并不多。在我国煤炭资源中无烟
煤和某些烟煤质量好，阳泉无烟煤是世界少有的优质煤种，所以我国生产活性炭
最常用的原料煤是无烟煤、不粘煤和长焰煤。
经过和国内权威的煤基活性炭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发现优质的阳泉无烟煤是
一种品质优良且性能独特的煤基活性炭生产用原料，用项目建设单位选定的优质
阳泉无烟煤生产的活性炭，吸附性能强、孔隙结构发达、生产成本低、性能独特，
在活性炭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用于活性炭生产试验研究的优质阳泉无烟煤的
主要质量指标见如下表。
原料煤主要质量指标
Ｍａｄ

Ａａｄ

Ｖａｄ

（％）

（％）

（％）

Ｓｔ，ａｄ

Ｃ

Ｈ

Ｎ

阳泉煤 １

３．１０

３．０４

４．８３

０．４６

８９．５４

３．２２

１．４２

阳泉煤 ２

１．１２

４．５４

８．５８

０．４２

８７．６６

３．６０

１．２１

煤种

元素分析（％）

由阳泉煤 １ 和阳泉煤 ２ 制成的活性炭的性能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优质煤基活
性炭的性能的对比见下表。
活性炭主要性能对比
项目
碘吸附值

阳泉煤制水处理炭
（ｍｇ／ｇ）

亚 甲 兰 吸 附 值
（ｍｇ／ｇ）

优质水处理炭 阳泉煤制气相炭 优质气相炭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０

＞２４０

≥１８０

ＣＣｌ４ 吸附率 （％）
ＢＷＣ （ｇ／１００ｍｌ）
灰分 （％）

８．９９

≤１０

７２．８０
７．２４

≥６５
５－６

９．１８

≤１０

选用优质阳泉无烟煤生产的水处理吸附用和气相吸附用煤基活性炭，性能完
全或达到超过了我国目前优质活性炭的质量标准，因此可以认为选定的阳泉无烟
煤是生产煤基活性炭的优质原料。
②煤焦油
柱状活性炭的生产需要在原料煤中掺入一定量的粘结剂，粘结剂的主要作用
一是粘结原料煤粉，使原料煤粉与之均匀混合后在压力下易于成型，二是在原料
１－１－０－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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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时形成活性炭使用所要求的强度。因此粘结剂不仅要求与原料煤有很好的相
容性，而且需要含有在较高温度下不易挥发和分解的组分，以便在活性炭生产的
炭化和活化过程中能形成成型颗粒活性炭的骨架。
太原煤气化总公司所产高温煤焦油的主要技术指标见下表，由此表可知，其
质量完全可以满足本项目柱状活性炭生产时对煤焦油的要求。本项目建成投产后，
年产各类活性炭 ４２９１９ 吨，其中柱状活性炭年产量为 ２６０００ 吨，达产后每年需合
格煤焦油 １６９０７ 吨，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资料，其数量也完全能满足本项目
对煤焦油的要求。
③水蒸汽
按照本项目选定的工艺技术路线，活化工段采用气体活化法，活化介质为水
蒸汽。根据选定的活化设备，项目达产后产品活化年需水蒸汽 ３８６２７０ 吨，每小时
耗用水蒸汽约 ４５ 吨，蒸汽压力要求 ４ｋｇｆ／ｃｍ２ 以上，蒸汽温度在 １２５℃以上。根据
项目实施单位的意见，本项目水蒸汽来自公司拟建甲醇项目所余蒸汽乏汽，该项
目可提供的蒸汽量经计算为 ５０．５ｔ／ｈ，蒸汽压力为 ５ｋｇｆ／ｃｍ２，蒸汽温度 １３５℃以上，
且与选定的活性炭项目场址紧邻，完全可以满足项目活化生产要求，因此本项目
活化介质蒸汽拟由公司拟建甲醇项目提供。
（２）项目辅助材料供应情况
①按照目前国内煤基活性炭企业的情况，项目产品包装一般采用 ２５ｋｇ／袋或
５００ｋｇ／袋，按 ２５ｋｇ／袋考虑，包装材料一般要求为外层涂塑编织袋，内衬塑料薄膜
袋和牛皮纸袋各一层，无其它特殊要求。可 以在项目实施地及周边地区就近解决。
②本项目生产用水主要在柱状活性炭捏合成型工段，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
粘结剂与原料煤粉的浸润效果，项目达产时的日最大用水量仅 ２２ 吨，因此可以在
项目给排水设计时一并考虑。
（３）能源消耗情况
本项目所用燃料主要作为项目实施第一阶段的内热式回转炭化炉的加热热
源、炭化尾气的焚烧热源，以及第二、第三阶段的炭化尾气焚烧热源，对燃料品
质无特殊要求。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意见，为了达到清洁生产和经济运行的
目的，本项目所用燃料可由与本项目紧邻的公司甲醇项目制甲醇后拟排放的混合
气提供。
５、项目存在的环保问题及对策
１－１－０－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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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按以下标准执行：
①污水排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二级；

②废气粉尘：《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 二级；

③噪声控制：《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９０ 二类区；

④窑炉排放：《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９０７８－１９９６ 二类区。
（２）存在的环保问题
①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量
活性炭生产企业污染源分布较广，种类较多，包括废水、废气、粉尘、废渣、
噪声等，但污染程度均较小，只要措施落实，采用目前常规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环
保排放要求。本项目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量如表。
项目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总量
序号

污染源

污染物类型

污染物排放总量

１

原料煤制粉

粉尘、噪声

２．８２３ ｔ／ａ

２

原料捏合成型

粉尘、噪声

１１．２７ ｔ／ａ

３

原料煤破碎

粉尘、噪声

８．８ｔ／ａ
３

４

炭化车间

废气、废水

５２１４０ ｍ ／ｈ（废气），６．５ｔ／ｈ（废水）

５

成品制粉

粉尘、噪声

４．７７ ｔ／ａ

②主要污染物类型及排放浓度
Ａ．粉尘
项目主要粉尘污染物类型及排放浓度
污染源

排放量

物质成分

排放浓度（ｍｇ／ｍ３ ）

原料煤制粉

７１３ｇ／ｈ

煤粉

１２．７３

原料捏合成型

１７０８ｇ／ｈ

煤粉

３０．５０

原料煤破碎

１３３４ｇ／ｈ

煤粉

４７．６５

成品破碎筛分

１２５５ｇ／ｈ

煤粉

８９．６

成品制粉

５５３ｇ／ｈ

煤粉

３９．５

Ｂ．废气
项目主要废气排放浓度
污染源

物质成分

排放量 （ｍ３ ／ｈ）

排放浓度 （ｍｇ／ｍ３ ）

炭化车间

炭化尾气（ＳＯ２ ）

５２１４０

１１９

活化尾气

烟气（ＳＯ２ ）

１０７６１８

１１．７

Ｃ．废水

１－１－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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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废水排放总量
污染源

总排放量

备注

炭化尾气脱硫除尘

１１０ｋｇ／ｈ

含蒸发损失

（３）环保对策
①粉尘的再回收利用
本项目属较大的活性炭企业，在活性炭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机械化程度较高
的设备对原料及成品进行破碎、筛分等处理，其原料煤制粉工段、捏合成型工段、
原料煤破碎工段、成品破碎筛分及成品制粉工段均不可避免地产生细煤粒粉尘。
为达到清洁生产的要求，各工段均考虑使用除尘设备回收粉尘，既保护了环境，
又使资源得以利用。
原料煤制粉和成品制粉均采用雷蒙磨设备，利用其附带的旋风除尘器收集煤
粉，其收尘效率为 ９０￣９８％，对飘逸在外的煤粉使用分室脉冲袋式除尘器进行二次
除尘，该除尘器占地面积小，处理气体能力大，运行可靠，操作维修简便，净化
效率高。其他产生粉尘的车间均配设该类袋式除尘器，经除尘后，各车间粉尘排
放浓度控制在最高 ８９．６ｍｇ／ｍ３ 以下，远低于 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 中规定的 １２０ ｍｇ／ｍ３ 的要
求，同时收集的粉尘可循环利用，兼顾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②尾气显热的回收利用
炭化及活化生产均是在中温或高温反应条件下进行，产生的尾气本身含有大
量的显热，同时尾气中也含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从节能角度考虑必须加以利用。
活化尾气温度较高，可达 １０００℃，且其主要成分为水煤气，所以项目第一阶段选
用活化炉型中热利用效率高的斯列普炉，利用高温尾气过热作为活化介质的水蒸
气，同时保持活化炉活化区域的活化温度，使产品活化能达到自热平衡。项目第
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活化炉采用从国外引进的耙式炉，同样能有效利用高温尾气，
达到回收其显热的目的。内热式回转炭化炉产生的尾气先利用焚烧炉对其有害可
燃成分进行焚烧，焚烧产生的高温尾气利用废热锅炉回收其中热能，同时产生蒸
汽供活化炉再利用，或用于加热洗澡水，改善职工卫生条件，以上措施的有效实
施，提高了整个项目的热利用效率。
③废渣回收
活性炭的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废水和废渣，但对炭化炉尾气处理过程中，
在脱硫环节会产生少量的废水和废渣。
１－１－０－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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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尾气经废热锅炉换热后，进入 ＣＴＳ－２．０ 型鼓泡式脱硫除尘器进行脱硫和
降尘，烟气中的 ＳＯ２ 与脱硫除尘器中的 Ｃａ（ＯＨ）２ 碱溶液充分作用后，烟尘被扑到水
里，ＳＯ２ 与碱溶液中的 Ｃａ（ＯＨ）２ 反应先生成 ＣａＳＯ３，然后氧化生成 ＣａＳＯ４。
硫酸钙的产量为每年 ６６８ 吨，可制成建材使用或填埋处理。
该种脱硫器用水量较省，总耗水量为 ６０ｋｇ／ｈ，由于废水中主要含粉尘，因此
可将废水通过沉淀、除渣、中和后可循环使用。
６、产品市场情况说明
（１）煤基活性炭的用途
应用部门

用

途

制糖

葡萄糖、饴糖、蔗糖脱色、去蛋白胶质

制药
食品
油脂

原料药、中间体的脱色精致，口服炭片
味精的半成品脱色、酒类的脱色、去杂味，果汁饮料等脱色、去杂质
植物油、动物油、甘油、鱼油等脱色，防止油脂变质

炼油
冶金
水处理

石油及其它矿物油的精制，石油化工产品精制
提取黄金，分离提取稀有元素，湿法镍冶炼去除铜、铅、锌杂质，作浮选剂
工业和生活废水净化，饮用水净化，灭菌水的制取，电子工业高纯水的制取

有机酸
无机物
化学分析

胱氨酸、柠檬酸、乳酸、酒石酸等脱色
无机酸、碱、盐的脱色精制，从海水中提取钠
色层分离，化学试剂

废液回收
溶剂回收
空气净化

回收贵金属、油脂、有机溶剂
凡使用有机溶剂的场合，用活性炭均可有效回收利用
生化、制药、半导体工业净化空气，地下工程、室内空气净化

脱硫
催化剂
空气分离

合成气或天然气中脱除 Ｈ２ Ｓ 或有机硫
氯乙烯、醋酸乙烯合成、氢化、歧化，合成甲醇、光气等
富氧、富氮

烟气脱硫
军事
日常生活

脱除火力发电厂等烟气中的 ＳＯ２ 和 ＮＯｘ
防毒面具填充，制防护衣
食品保鲜，家庭净水器，香烟过滤嘴

（２）市场生产能力以及需求情况说明
① 近几年我国活性炭年产量
时间

产量 （万 ｔ／ａ）

１９９３

６．０

１９９４

７．３

１９９５

９．０

１９９８

１２．０

１９９９

１２．０

２０００

１５．０

②我国活性炭的需求量以年均 １４～１５％的速度增长，其后几年的年需求量增长
１－１－０－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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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预计也将在 １０％左右。根据国家制订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我国将
严格控制污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水处理率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将达到 ８３％。预计到 ２００５
年工业废水处理用活性炭年需求量约 ２～４ 万吨。预计到 ２００５ 年我国城市供水需
活性炭约 ４～６ 万吨。如果我国在 ２００５ 年有 ５％的电厂采用活性炭脱硫的干法烟气
脱硫技术，按目前国外干法脱硫技术应用比例 ２０％计，则我国烟气脱硫用活性炭年
需求量将达 ５ 万吨左右。
（３）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
１９９８ 年工业发达国家活性炭市场价格
序号
１
２
３

国家或地区
美国
西欧
日本

（单位：美元／ｋｇ）

粉炭
０．７７－４．８
０．８－４．８
１．１９－３．８３

颗粒炭
１．３－６．６
１．２－４．８
１．５９－４．４４

目前我国煤基活性炭市场售价，按人民币计算为 ３～１０ 元／ｋｇ，和工业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煤基活性炭生产成本低，产品价格低，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
力。
（４）市场预测
环保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关注和必须解决的
问题，因此活性炭作为一种环保产品和工业生产必需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些
都将导致活性炭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国内现有的活性炭生产量
将远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加入 ＷＴＯ 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活性炭生产
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活性炭有巨大的国内外市场发展空间。
７、项目选址及土地的取得方式
（１）项目选址：厂区总占地面积为 ７９５７４ｍ２，该厂址位于五矿矿区内冠山东
坡，东临一条沟通场地与平定县城的自建等级公路，西距冠山 １０００ｍ，北及东北临
沟，东南侧为五矿选煤厂。
（２）土地的取得方式：本项目建设所用土地属阳煤集团划拨用地，将由股份
公司购买取得，所需资金已包括在项目投资中。
８、项目投资进度及组织实施情况
（１）第一阶段规模拟定为 ２００００ 吨／年，第二阶段生产规模达到 ４００００ 吨／年，。
按照选定的工艺技术生产路线和设备，根据项目实施地现有条件和工程建设实际
可能，本着可靠、经济及快速的建设原则，建议项目从筹建开始，建设周期为 ２４
１－１－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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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即第一阶段为 １２ 个月，第二阶段为 １２ 个月。
（２）本项目将由本公司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学研究所共同完成。其
中本公司负责项目所需资金的提供、设计所需基础资料的提供和整个项目的建设；
北京煤化所负责编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的初步设计和项目建设及生产
经营中的技术支持。
（３）项目现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项目的初步设计正在进行。
９、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１）项目投产情况说明
本项目共分两个阶段建设，第一阶段工程含一年建设期，第一年达产率 ８０％，
第二年达产率 １００％；第二阶段工程从项目实施第二年开始建设，建设期一年，项
目实施第三年达产率为 ８０％，第四年达产率 １００％。项目生产期从第一阶段投产开
始拟定为 ２０ 年，总计算期共 ２１ 年。
（２）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假设前提
①国家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②项目维修费用按项目固定资产原值的 ２．５％计取
③土建折旧费按 ２０ 年计取，无残值；设备折旧费按 １５ 年计取，残值 ４％；递
延资产在项目投入第一年摊销。
④原、辅材料及动力
根据产品生产规模 ４００００ 吨／年及产品结构，结合本项目选定的工艺流程及设
备，测算各类原、辅材料及动力消耗量，并以项目实施地目前市场供需动态情况
及 ２００１ 年初价格为基价，确定各类原、辅材料及燃料到厂价格。
（３）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实施后每年可新增收入约 ２１０００ 万元，净
利润 ５２１４ 万元。依据财务现金流量表计算，各项财务指标为：内部收益率 ２５％；
投资回收期 ５．５６ 年（含建设期）；净现值 １９９３３ 万元（ＩＣ＝１２％）；投资利润率 ２０％。
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四）新建 5 万吨/年甲醇项目
１、项目概况
公司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煤层气，具有很好的经济价值。公
１－１－０－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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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现已向居民提供部分生活用煤层气，但其附加值较低，同时需求量也有限，不
仅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而且受到环保的压力。本项目将在现有的煤层气抽排系
统的基础上，新建 ５ 万吨／年的甲醇生产车间。以煤层气为原料生产甲醇，在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又保护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起到了变废为宝的作用，具
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并为煤层气的化工利用开辟了良好的途径，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
２、项目投资情况说明
（１）项目审批情况：本项目已经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晋计产业发［２００１］３３８
号文《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煤层气生产 ５ 万吨／
年甲醇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准，项目总投资 ２５７３４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 ５４９５
万元，设备投资 １６９１３ 万元，土地使用权 １０４０ 万元，研究设计费 ３６０ 万元，开办
费 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 １４２６ 万元。
（２）项目投资估算依据：
①土建工程：采用当地同类工程造价指标。
②安装工程：采用同类工程造价指标及 ９４《化工概算估价表》。
③设备价格：国内设备按生产厂现行出厂价及询价资料。
④设备运杂费：按设备合同价 ５％计取。
⑤国石化规发（ １９９９）１９５ 号《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⑥《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内容和深度的规定》。
（３）项目所需主要设备
本项目所用主要设备如下表所示，关键设备均已经多年市场检验，无采用新
设备所带来的应用风险。并且该等设备的生产制造亦无需专利技术及高新技术，
设备自国内采购较为容易。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装置
甲烷转化
煤气化
煤层气气柜
水煤气气柜
空分
ＮＨＤ 脱碳
合成
灌区

主要设备表
主要设备
台数
转化炉
１
气化炉
２
１
２
１
脱碳塔
１
合成反应器
１
甲醇贮罐
１
１－１－０－１７６

规格
Φ３０００ × １２９００
Φ２２６０ × ６５００
２ 万 ｍ３
１０００ ｍ３
ＫＤＯＮ－３２００／３２００
Φ１０００ × ３８０００
Φ２２００ ×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ｍ３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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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项目工艺技术情况说明
（１）项目采用工艺及工艺流程
本项目所采用 Ｌｕｒｇｉ 工艺是紧随 ＩＣＩ 之后于 ７０ 年代初开发的低压法技术。甲
醇合成在填充有催化剂的列管式反应器中进行，反应放出的热量由管间沸水除去。
反应器副产的中压蒸汽，经过过热后可以用于驱动透平，背压后的低压蒸汽可以
用作精馏热源，因此反应热可以得到合理利用。反应器中温差小，故该工艺也称
为等温反应工艺。该反应器同其催化剂相匹配，副反应少。从我国甲醇工业化装
置来看，我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先后引进了 ＩＣＩ 工艺和 Ｌｕｒｇｉ 工艺，兴
建了低压法甲醇生产装置，经消化吸收随后自行开发了低压法合成工艺，实现了
甲醇反应器的国产化。该项技术目前已非专利技术，且其技术较为简单实用，本
项目的技术将由中科院太原煤化所提供。
具体工艺流程为：首先对煤层气进行压缩和 ＰＳＡ 处理，然后进一步压缩后进
行甲烷转化，之后与水煤气混合，经过脱炭，精脱硫，压缩，最后合成甲醇。
（２）项目所采用的主要技术
①煤层气ＰＳＡ脱Ｎ２技术：
煤层气制甲醇关键需要解决的是从煤层气中提纯甲烷的问题。煤层气中含Ｎ２
高达４０％（Ⅴ％），如果用此气体直接转化做合成甲醇的原料气，不但合成的转化
率低，且大量的惰性气体通过全流程，无论从投资上还是生产运行上都是非常不
合理的，故采用先脱惰性气体，后转化的工艺流程。根据中科院山西煤化所提供
的资料，采用成熟的变压吸附技术从富含ＣＨ４ 的混合气中提纯ＣＨ４（ＣＨ４含量
９０￣９５％），无论从投资到成本还是技术的可靠性上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变压吸附（ＰＳＡ）在我国化工行业应用较为普遍，ＰＳＡ 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吸
附剂对不同气体的吸附容量随压力的不同而有差异的特性，在吸附剂选择吸附的
条件下，加压时吸附混合物中的杂质（或产品），再减压解吸这些杂质（或产品），
使气体实现了分离，同时也使吸附剂得到再生，从而达到连续生产。根据煤层气
特点，选择 ＣＨ４ 和 Ｃ０２，为被吸附介质，其余气体通过。
利用变压吸附技术浓缩煤层气中甲烷的关键技术有两条：一是吸附剂选择；
二是变压吸附过程的优化控制。采用一种已在工业化生产甲醇制Ｈ２中得到很好应
用的碳分子筛组成的筛床实现变压吸附甲醇，通过优化控制安全问题会得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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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利用新型的富氧碳分子作为吸附剂同时适当高速变压吸附程序及工艺，其安
全隐患完全可以避开。因此，变压吸附技术应用于煤层气提纯ＣＨ４工艺是安全可
靠的。
②煤层气转化技术：
本工程选用非催化部分氧化转化工艺。在非催化部分氧化转化工艺中，其反
应温度在１３５０～１４５０℃之间，以保证甲烷的完全转化，并减少碳黑的生成。
③煤气化技术：
甲醇合成要求原料合成气中Ｈ２／ＣＯ比率在２．０～２．１之间，而煤层气转化后的气
体中Ｈ２／Ｃ０比率为２．６６，显然气体中富Ｈ２，为了调配原料气中Ｈ２／ＣＯ比率达到甲醇合
成的要求，必须进行配气。本工程为了充分利用现有原料气的碳资源，将采用配
气工艺，即利用煤气化制备水煤气调配Ｈ２／Ｃ０比率，一方面减少了投资，另一方面
合理调配了原料气，使装置能力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
目前世界上在以煤为原料生产合成气或燃料气的工厂中，采用了各种煤气化
工艺，鉴于本工程的重点是利用煤层气，煤气化只是为了调配合成气的成分而设
置的，故只需要小型的气化炉即可。考虑到阳泉当地的无烟煤的自然条件和我国
中小型化肥厂在煤气化方面的多年经验，本方案推荐我国使用非常普遍的固定床
间歇法造气工艺。根据气化炉的特性和原料气气量要求，选用二台φ２２６０ｍｍ的ＵＧＩ
气化炉。
④合成气脱碳技术：
气体脱除ＣＯ２的工艺技术也很成熟，ＮＨＤ工艺近年来国内应用较为广泛，特别
是在中小型氮肥厂的脱碳装置中采用较多，当其用于同时脱硫脱碳时，一般需分
为两个较为独立的脱硫和脱碳系统，脱硫系统溶剂再生采用蒸汽加热的方法，脱
碳系统则采用降压和惰性气体（Ｎ２、空气等）气提的方法。
⑤脱硫技术∶
水煤气脱硫是我国应用较广、技术成熟的工艺。一般有干法脱硫和湿法脱硫
两大类。对处理量小的采用干法脱硫，气量大的采用湿法脱硫。
由于本工程中水煤气气量较小，从投资和运行费用上考虑，采 用干法脱硫比
湿法脱硫有明显的优势。本工程采用国内应用较好的氧化铁脱硫剂进行水煤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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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脱硫。
⑥甲醇合成技术：
该项目采用Ｌｕｒｇｉ法合成甲醇工艺，说明如下：
由净化来的原料气进入二合一压缩机升压到５．３Ｍｐａ（ｇ），在进出口换热器同
反应气换热升温到约２２５－２４０℃后入甲醇合成塔，在此进行合成甲醇。
与此同时还有少量的副反应，生成微量的二甲醚，异丁醇等杂质。出甲醇合
成塔的反应气在经进出口换热器同入塔气换热降温到Ｔ≈９０℃再后经水冷器降温
到４０℃，气体中绝大部分的甲醇与水被冷凝成液相。冷却后的反应气进入甲醇分
离器在此进行气液分离。甲醇分离器顶部分出的气体绝大部分作为循环气入二合
一压缩机，同原料气混合升压后再去合成甲醇，少部分作为弛放气送去转化工段
做燃料气。甲醇分离器底部分出的粗甲醇减压到０．５Ｍｐａ（ｇ）后入闪蒸罐（ Ｆ６０００１），
此时溶解在粗甲醇中的气体释放出来作为闪蒸气送转化工段。闪蒸糟出来的粗甲
醇送往精馏工段去精加工。
甲醇合成塔：规格为Φ２２００ｍｍ×７０００ｍｍ，管壳式反应器，壳程可以副产３．９ＭＰａ
（ｇ）中压饱和蒸汽，管内装有合成催化剂９．６ｍ３，列管规格Φ３８×２共２２００根。
⑦甲醇精馏技术：
甲醇作为有机化工的基础原料，其纯度对加工后续产品是很重要的，但是不
论采用何种催化剂合成的粗甲醇均含有杂质，而且由于合成条件的不同，杂质组
分含量也不同。为了获得高纯度的甲醇，通常采用精馏的方式来实现提纯，清除
杂质，达到所需的精甲醇的质量标准。
本项目将选择三塔精馏流程。三塔流程与双塔流程的区别在于三塔流程采用
了两个主精馏塔，第一主精馏塔加压操作，第二主精馏塔常压操作，利用加压塔
的塔顶高温蒸汽作为第二主精馏塔再沸器的热源。精馏过程能耗大，而且热利用
率低。三塔精馏流程投资虽然较二塔流程稍高，但由于节省了加热蒸汽和冷却用
水，有效地利用了能量，综合经济技术指标较优。且三塔流程可进一步提高产品
甲醇的质量，基于上述原因，本装置采用了三塔工艺。
４、项目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情况说明
（１）主要原材料消耗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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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 称

单 位

品种、规格

一
二
１
三
１
２
３
四
１
２
３
４
５

煤层气
煤：
原料煤
化学品
盐酸
烧碱
Ｓ６
催化剂
脱硫催化剂
水解催化剂
脱硫催化剂
合成催化剂
ＰＳＡ 吸附剂

万 ｍ３／ａ

ＣＨ４：５０％

8000

万吨

无烟块煤

０．８

３０％（ｗｔ）ＨＣｌ
１００％ ＮａＯＨ

２００
８０
—

Ｓ６ 为超临界介质

20
５．２５
５．５
４．７５
９０

一年更换一次
二年更换一次
二年更换一次
二年更换一次
二年更换一次

吨
吨
吨
立方米
立方米
立方米
立方米
吨

年需用量

ＴＧ
Ｔ５０４
Ｔ５０２
ＮＣ３０６
ＳＧ＋Ａｌ２Ｏ３

备

注

（２）水、电、汽消耗量表
序号
１
２

名 称
新鲜水
循环水

３

电

４

蒸汽

规 格
３０℃－４０℃
３８０Ｖ
６０００Ｖ
３．０ＭＰａ ４００℃
０．５ＭＰａ ２４０℃

单位
ｍ３／ｈ
ｍ３／ｈ
ｋｗｈ／ｈ
ｋｗｈ／ｈ
ｔ／ｈ
ｔ／ｈ

用
量
48.25
２１６６
９３９
２６１４
５０．２
－４５．４

（３）蒸汽供应
阳煤集团发供电分公司第一热电厂（本次募集资金拟收购项目），现有四台
７５ｔ／ｈ 发电用锅炉，压力等级为 ３．５ＭＰａ，现在发电用两台，备用两台（其中一台冬季
采暖），有足够的蒸汽富裕量供甲醇厂使用。
（４）原辅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除煤层气和原煤由公司提供外，其余消耗均
属普通产品，可在国内市场上自由获得，不存在依赖性等材料供应上的风险。
５、项目存在的环保问题及对策
（１）项目执行的环境质量标准
①《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二级标准
②《地面水污染质量标准》ＧＨＺＢ１－１９９９，ＩＶ 类标准
③《地下水质量标准》ＧＢ／Ｔ１４８４８－９３，Ⅲ类标准
④《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９３，２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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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项目污染物排放标准
①《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６２７９－１９９６，Ⅱ类区标准
②《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 二级标准
③《厂界噪声标准》ＧＢ１２３４８－９０， ２ 类标准
（２）本项目存在环保问题
①大气污染源及污染物主要有：
Ａ．转化烟道气：气量为 ７５００Ｎｍ３／ｈ，其干气成分为 ＣＯ２：５６％（Ｖ），Ｎ２：４３％（Ｖ），
ＣＯ：１％（Ｖ）
Ｂ．脱碳再生气：气量为 ８４５Ｎｍ３／ｈ，其主要污染物为 ＣＯ，其含量约 ０．５％（Ｖ）
Ｃ．来自贮罐区及精馏工段的不凝性驰放气去中心火炬燃烧后排放，其中污染
物为 ＣＯ 及甲醇。
②水污染源及污染物主要有：
Ａ．造气循环水排水：０．３ｔ／ｈ，其主要污染物为 ＣＮ—、挥发酚、ＳＳ、ＣＯＤｃｒ、硫
化物、石油类等；
Ｂ．全厂循环水排水：９．８ｔ／ｈ，其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ＣＯＤｃｒ、石油类等；
Ｃ．车间冲洗水： ０．６ｔ ／ｈ，主要污染物为 ＣＯＤｃｒ、ＳＳ、ＢＯＤ 等。
Ｄ．生活污水：０．５１ｔ／ｈ，其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ＢＯＤ５、ＣＯＤｃｒ 等。
③噪声污染：
本建设项目在运行中产生的噪声主要由各种机械动力设备造成的机械振动和
空气湍流引起。机械振动噪声主要来源于空分工段的空气压缩机及氧气压缩机、
压缩工段的原料气压缩机、合成车间的循环压缩机以及工艺过程中的各种泵类等
机械动力设备，空气动力性噪声主要来源于造气工段、煤气鼓风机的气体流动过
程。另外，汽车运输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噪声。
④固体废物：
本建设项目在生产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废催化剂 １９８．５ 吨／年、造气炉渣
８００ 吨／年，总计每年 ９９８．５ 吨。
（３）防止污染的各项措施
①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Ａ．ＰＳＡ 排放气、造气吹风气、合成尾气中均含有一定量的 ＣＯ、ＣＨ４、ＣＨ３ＯＨ 等
可燃组份，总气量为 １０８１２Ｎｍ３／ｈ，可以作为工业原料气使用。其中 ＰＳＡ 排放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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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煤气管网，合成尾气和吹风气的混合气除供甲烷转化工段利用外，余量供
邻厂活性炭厂做燃料气使用。
Ｂ．脱碳再生气、转化烟道气分别经 ３０ 米高的烟囱直接排放。
Ｃ．来自贮罐区及精馏工段的不凝性驰放气因其数量及组成很不稳定，拟采用
６０ 米高火炬放空的方法处理。甲醇贮罐应采用大型浮顶式贮罐，并在夏季采取水
喷淋冷却措施，可大幅度减少甲醇蒸汽的挥发。
②废水处理：
全厂的生产废水与生活污水混合后总量为每天 ２６６．４ 吨，由厂总排口经管道
送至位于贵石沟的五矿污水处理厂，经处理后达到二级排放标准排入南川河。该
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７０００ 吨，目前的实际运行负荷尚不足 ３０００ 吨，
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甲醇合成工段废水和脱碳工艺排水，由于量小（合计 ０．６ｔ／ｈ），
送往造气工段静置沉清后作为造气废热锅炉的补充使用，废水净置后的少量浑浊
液可混入造气原料煤中烧掉。
③噪声治理：
根据各产噪声之设备特点，分别采取吸音、隔震及建筑隔离墙等措施，来控
制噪声危害。
④固体废物的治理：
废催化剂可送回催化剂厂加以回收利用。
⑤绿化：
绿化可起到净化空气、吸附有害气体、减尘滞尘、消弱噪声等保护环境的作
用，并能美化环境、改善小气候。
（４）项目的综合利用性
①综合利用与回收方案
ＰＳＡ 排放气、造气吹风气、合成尾气中均含有一定量的 ＣＯ、ＣＨ４、ＣＨ３ＯＨ 等可
燃组份，本工程均做了合理的综合利用。
②项目符合清洁生产
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及环保政策的要求，新建项目应选择先进的工艺技术路
线，并在工艺过程本身配套有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在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污染物
产生量，从而实现清洁生产的工艺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本建设项目的建设
起点较高、科技含量较大，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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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筹规划实现副产可燃气体的全面综合利用，完全符合清洁生产的原则。
６、项目市场情况说明：
甲醇在化工生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极其广泛的用途。它是用于生产甲
醛、醋酸、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等多种有机产品；也是农药、医药的原料；甲
醇还是一种重要的溶剂，亦可掺入汽油作替代燃料使用，因此甲醇在国民经济中
有着广泛的用途。
（１） 国外甲醇市场情况分析
近年来，由于需求不断增长，甲醇处于紧俏状态。产量迅速增加。目前世界
甲醇基本上是“以产定需”，但不同地区情况各异，加拿大、拉丁美洲、东欧、中
东、非洲等甲醇供大于求，而美国、西欧、亚洲供不应求，主要依赖进口。２０００
年，全球甲醇总产量为 ２８１９ 万吨，消费量也是 ２８１９ 万吨。
世界甲醇近年供需状况（万吨）
年

份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生产能力

３１５３

３２７５

３５０８

３６９７

总产量

２５３６

２５８７

２６８２

２８１９

消费量

２５３６

２５８７

２６８２

２８１９

数据来源：全国煤化工信息中心站

（２）国内甲醇市场状况
① 我国甲醇消费结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甲醇的消费增长迅速，到 ２０００ 年我国甲醇的表观
消费量达 ３２９．３ 万吨，比 １９９４ 年翻了一番，比 １９９９ 年增长了 ２６％。我国甲醇主要
用于化学合成，其次是燃料和溶剂，近年来增长最迅速的是化学品生产，而医药
和燃料市场平稳增长，农药和溶剂在总量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其中甲醛领域是
甲醇的最大消费用户，１９９９ 年甲醛对甲醇的需求占其消费量的 ３３％，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甲醛对甲醇的需求增长了 ３２％，近几年世界 ＭＴＢＥ 对甲醇的消费需求所占比例
平均为 ２７％，国内 １９９９ 年 ＭＴＢＥ 对甲醇的消费需求占到 １２％，与国际差距较大。值
得注意的是，随着甲醇羰基化制醋酸技术的发展，甲醇燃料及 ＤＭＥ 的推广和新配
方甲醇汽油的使用，国内醋酸及汽油掺烧这两方面对甲醇的需求量将极为可观。
近年来我国甲醇消费构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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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甲醇消费结构分析
时间
项目

甲醛
农药
醋酸
ＭＴＢＥ
ＤＭＴ
甲胺
溶剂
汽油／燃料
其它
合计

单位：万吨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６６．８２
１８．４４
８．７
２１．９１
４．７５
９．１７
６．９９
２１．９
２３．９
１８２．５８

７１．６０
２０．５７
１１．６
２３．７３
５．１４
１０．３９
８．２９
２２．７４
２３．７３
１９７．７９

７８．４３
２３．３３
１７．４
２６．９１
６．０６
１２．３２
１０．２８
２７．２１４
２４．１９
２２４．２９

８３．２
２７．１８
２０．３
３１．３６
７．５８
１５．０２
１３．１１
３１．４
３３．４６
２６１．３６

８７
２８．６
２９．０
３５．８
８．２５
１６．５
１７．６
３８．５
１５．２
２７５

数据来源：全国煤化工信息中心站
②我国甲醇供求情况
我国甲醇供求平衡表
时间

（单位：万吨／年）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１５０

２５８．９７

２９３．８６

２９９．１５

３１７．５１

－

３３０

总 产 量

１２２．８

１４６．９０

１４１．１９

１７４．３３

１５８．０７

１２４．１０

２３１

净进口量

９．０８

１６．２１

４１．３９

２３．４６

６６．２２

１３７．２６

４４

表观消费量

１３１．９

１６３．１１

１８２．５８

１９７．７９

２２４．２９

２６１．３６

２７５

项目
装置能力

需求年均增长率％

１６．２

数据来源：全国煤化工信息中心站
从表可见，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 １６．２％，最高年增长率达
２３．７％， １９９９ 年，甲醇产量为 １２４．１０ 万吨，表观消费量为 ２６１．３６ 万吨，出现严
重的供不应求，需大量进口，净进口量达 １３７．２６ 万吨。主要原因是：近年我国出
台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一系列举措，促进了国内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下游
产品对甲醇的需求。同时我国多数甲醇装置生产能力小，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
导致总体开工率低，必需依靠进口方能满足市场需求。本项目的投产将可以部分
缓解国内甲醇供不应求的局面，降低进口甲醇量。
（３）我国甲醇产品进口情况
目前，我国甲醇产不足需，尽管生产能力已达 ３２８ 万吨／年，但受国外产品的
冲击，我国甲醇装置的开工率不断下降，２０００ 年甲醇的产量仅为 １９９ 万吨，平均
开工率为 ６０％。与此同时，进口量大幅增加，１９９９ 年进口量达到 １３７ 万吨，比 １９９８
１－１－０－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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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口量翻了一番，２０００ 年进口量 １３１ 万吨。近几年我国甲醇进口量逐年增长，
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多数甲醇装置工艺技术落后、单位产品消耗高，造成生产成
本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４）国际甲醇产品需求量及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
世界甲醇的最大需求国仍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亚洲将是甲醇需求量增长较
快的地区，甲醇市场和拾零推动力将主要来自甲醛和醋酸市场，由于甲醇羰基化
制酸的方法优于其它方法，甲醇在醋酸生产方面的需求将有所增长；另外，甲醇
用于 ＤＭＴ 方面的用量将有所下降。
（５）甲醇产品国内需求量及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
今年我国甲醇的需求仍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因为甲醇下游产品的经
济效益高于甲醇的效益，从而会进一步刺激甲醇深加工产品的发展，使我国为为
数不少的甲醇下游产品的增长速度将大于甲醇增长速度。从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角度来看，甲醇燃料、汽油添加剂 ＭＴＢＥ 等比甲醇更经济、合理，因此，今后 １０
年我国甲醇消费结构将重点转移到发展甲醇燃料、ＭＴＢＥ、醋酸等下游产品方面。
从长远看，甲醇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主要消费趋向是甲醛，
预计在以后更长一段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将保持 ５—１０％；ＭＴＢＥ 的需求量到 ２００５
年将需要甲醇 ３８ 万吨；醋酸到 ２００５ 年对甲醇的需求量约 ４７ 万吨；甲醇燃料预计
到 ２００５ 年将需求甲醇 ３５ 万吨。
预计 ２００５ 年我国甲醇消费领域需求量为：衍生物 ２６１．２ 万吨、燃料 ３５ 万吨、
溶剂 １５ 万吨、医药 ２０ 万吨、农药 １８ 万吨、其它 ２５ 万吨，合计 ３７４．２ 万吨。由
于国外一些规模较大的甲醇装置的相继投产，生产成本降低，必将使一批规模较
小的甲醇装置被淘汰，预计 ２００５ 年，我国甲醇的生产能力约为 ２８０ 万吨／年，同
时将有 ５０ 万吨／年的小甲醇装置被淘汰，要满足 ３７５～３９１ 万吨／年的需求量，缺
口较大。２０１０ 年需求量约 ４３５—４８０ 万吨。预计约有 １３０—１５０ 万吨的缺口。综上，
我国只有大规模增加甲醇生产装置，才能满足市场需求，甲醇产品才有可能与进
口产品竞争。
（７）甲醇产品价格趋势分析
随着世界及我国建筑、建材业的发展，甲醛领域对甲醇需求量将保持平稳增
长。甲醇羰基化制醋酸新工艺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甲醇市场提供了又一契机。我
国目前有多个甲醇羰基化制醋酸项目正在筹建或在建中，将为甲醇市场提供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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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潜在需求。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已初
显成效，刺激了国内生产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创造了较好的环境，从而
为甲醇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甲醇下游产品对甲醇的需求均将存在
不同程度增长。因此甲醇价格将不低于目前的市场价。
７、产品性能说明
根据对本项目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的初步测试，本项目甲醇产品质量将达到
ＧＢ３３８－９２ 优等品的标准。
甲醇质量指标表（ＧＢ３３８－９２）
指标值
指标名称
优等品
一等品
色度（Ｐｔ－Ｃｏ）号
≤５
≤５
０．７９１￣０．７９ ０．７９１￣０．７９
密度（２０℃），（ｇ／ｃｍ３）
２
３
温度范围（０℃，１０１３２５Ｐａ），℃ ６４．０￣６５．５
６４．０￣６５．５
沸程（包括 ６４．６±０．１℃）
，
（℃）
≤０．８
≤１．０
ＫＭｎＯ４ 试验，ｍｉｎ
≥５０
≥３０
水溶性试验
澄清
澄清
水含量，（％）
≤０．１０
≤０．１５
酸度（以 ＨＣＯＯＨ 计），（％）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０
碱度（以 ＮＨ３ 计），（％）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８
羰基化合物含量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以 ＣＨ２Ｏ 计），（％）
蒸发残渣含量，（％）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合格品
≤１０
０．７９１￣０．７９
３
６４．０￣６５．５
≤１．５
≥２０
—
—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８、项目选址及土地的取得方式
（１）项目选址：该厂址位于阳煤集团五矿。该区域东临一条通往山下的自建
公路，北为冠山沟，西及西北为冠山。该厂址区域大致由三块面积较大的台地组
成，从南向北，自然标高大致为 ７８５．９ｍ￣７９２ｍ￣８１２．９ｍ。由高到低，第一块台地为
原矿井工人值班的工房、浴池及一些临时居民房等设施，面积大约 ６０ 多亩。台地
西北侧，有一面积不大的较高区域，最高标高为 ８２２．０ｍ，为原五矿猪场，现已废
弃。该台地东南角有一乙炔厂；第二块台地为原机修车间和煤矸石堆放地，面积
约 １００ 亩；第三块台地上有一些闲置的旧车间。该台地东南侧，即为第三块台地
有一个装车站，通过自建铁路通向距离该区域 １５ 公里左右石太线上的白羊墅车站。
该厂址距离太旧高速公路最近的出口约 １０ 公里。
（２）项目土地取得方式：厂区占地面积 ５．４３４ 公顷，约合 ８１．５ 亩，现该土地
已由阳煤集团划拨取得。公司拟用本次募集资金购置取得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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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项目组织及实施情况
本项目将由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合作完成。其中公司负责
项目所需资金的提供、项目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及项目的建筑安装等；山西煤化
所负责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必要的技术支持。
本项目现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初步设计已接近尾声。
１０、项目人才储备的情况
根据对公司及公司所在地区（主要为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的调查，现有
３５ 岁以下毕业于化工专业的人员 ８０ 余名，其中：大本 ２０ 名、中专 ４７ 名，其他
２０ 余人。所学专业有煤化工、有机化工、化学工程、高分子化工等等，加之３５
岁以上的化工专业人员和今年将分配的学生。基本能够满足公司拟建设之甲醇项
目所需化工专业人员的需要，为公司涉及化工领域提供有力保证。目前公司已抽
调一些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甲醇项目的工作班子，全方位地开展工作，从技术、
市场调研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并积极寻求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为甲
醇项目的实施奠定基础。
１１、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１）项目规划划分为前期工作、建设期和生产期三部分。其中建设项目前期
６ 个月，建设期为 １８ 个月，生产期为 １５ 年。
（２）成本估算假设
①本项目建设期为 ２ 年。建成投产后第一年生产负荷为 ８０％，第二年以后负荷
为 １００％。经济生产期 １４ 年，计算期 １６ 年。
②本项目中设备按平均年限法折旧，折旧年限为 １４ 年，残值率为 ６％；房屋
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残值率为 ５％。
③摊销年限：无形资产按 １０ 年摊销，递延资产在实际使用当年摊销。
④本项目的适用税率：产品增值税 １７％，城市维护建设税 ７％，教育费附加 ３
％，所得税率 ３３％。
⑤财务基准收益率 ｉｃ＝１２％
（３）项目经济效益评价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项目实施后每年可新增收入 ９４３１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５９ 万元。依据财务现金流量表计算，各项财务指标为：内部收益率 １１％；投资
回收期 ８．６６ 年（含建设期）；净现值 １４７５ 万元（Ｉｃ＝１０％）；投资利润率 １０％。项目
经济效益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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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主承销商对该项目可行性的核查情况
主承销商已对国阳新能拟利用募集资金投资的甲醇项目进行了认真核查，从
该项目所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引进、技术支持、市场调研、人才储备等方面
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国阳新能对该等事项是否做了充分的准备以确保项目实施的
可行性进行了认真核查。主承销商认为，股份公司拟利用本次募集资金所投资的
甲醇项目技术成熟、无需尖端设备、市场情况已做详细调研、经济效益较好，项
目可行。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表
单位：万元
投资进度

投资金额
项目名称
收购阳煤集团
洗选煤分公司项目
收购阳煤集团
发供电分公司项目
新建 ４ 万吨／年
煤基活性炭项目
新建 ５ 万吨／年
甲醇项目
合计

固定资产
投资

流动资金
投资

——

——

——

——

１９６１７

４０８３

２２４０８
４２０２５

合计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８５２０．７１

２８５２０．７１

——

——

３６３９０．３２

３６３９０．３２

——

——

７００

２４４００

３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３７０

１４２６

１９００

２５７３４

４１０

１９０００

６３２４

５５０９

６７５１１．０３

１１５０４５．０３

６５３５１．０３

３１０００

１８６９４

第十二节

其他投资
２８５２０．７１
（净资产）
３６３９０．３２
（净资产）

发行定价及股利分配政策

一、发行价格的确定
本次股票发行确定发行价格主要考虑到下述主要因素：公司所属行业的现状
与发展前景；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管理状况、在行业内的相对
的竞争优势；公司拟运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及项目完成后所能为公司带来
的未来的收益水平；国内股票一级和二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走势；已公开发行股
票的其它从事相同或相近业务的公司的股票的表现。
本公司股票估值时主要采用了现金流量折现法和可比上市公司法中的市盈率
法、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法，以及综合估值法。其中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在合理预测公司发
行股票当年和发行股票后 １０ 年内每年的现金流量的基础上，将公司未来 １０ 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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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现金流按照由加权资本成本、风险系数和无风险收益率三者共同确定的贴
现率折算为现值，根据该现值确定公司当前的资产价值，并以此作为确定公司每
股股权所代表价值的计算依据。可比上市公司法主要是参考二级市场上从事相同
或相近行业、资产规模相当的已上市公司股票的表现，依据它们的市盈率倍数或
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水平以及整体市场上盈利水平与上市公司市值规模之间的倍数关系，
在本公司的盈利水平上确定公司资产规模的取值范围，确定本公司的股票价值。
综合估值法是在考虑四个影响新股发行价格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赋予这四
个因素不同的权重，综合计算出发行价格。
通过综合比较上述三种方法所取得不同的股票价值区间，考虑到我国股票市
场情况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最终将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定为 ８．２０ 元／股，以
２００２ 年每股收益计算，发行市盈率为 １５．７７ 倍。预计本次发行当年的加权平均每
股税后利润为 ０．３３ 元，加权平均市盈率为 ２４．８５ 倍，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７６ 元，
发行当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５．４０％。

二、股利分配的政策
本公司股票全部为普通股，股利分配将遵循“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
按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以现金股利、股票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进行分配。
公司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将在可分配利润方式的选择范围内，充分考
虑投资者对投资要求回报的需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的税后利润按下列顺序和比例分配：
（１）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２）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法定公积金；
（３）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法定公益金；
（４）提取任意公积金；
（５）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不得在
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
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但法定
公积金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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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的方式分配股利。

三、公司设立以来历年发放股利情况
１、根据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实现的利润在计提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后，
支付普通股股利 ０．２ 元／股（税后），共计 ６６，２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利润 １１，５０２，０７５．３９
元结转下一年度。
２、根据公司第一届第七次董事会通过的《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２００１ 年度，公司以 ２００１ 年末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３ 元。该项预案已获得 ２００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根据公司第一届第八次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２００２ 年度中期，以
２００１ 年末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６ 元，该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第一届第十次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
配预案，２００２ 年度末期，以 ２００２ 年末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４ 元，该预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２００３ 年度中期，
以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底股本 ３３１００ 万股为基础，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０ 元。

四、本次股票发行后，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的计划
根据公司第二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利润归属议案，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未分配利润余额 ２０，７８９，６９７．５０ 元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本次分配后剩
余的未分配利润及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现的利润由公司股票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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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信息披露制度及投资人服务计划
为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完善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规范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一部分：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１．１ 信息披露工作的原则是：真实披露、及时披露、公平披露，做到及时、
准确、完整、合规。
１．２ 公司应当履行以下信息披露的基本义务：
（一）及时披露所有对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二）确保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而没有虚假、严禁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对履行以上基本义务以及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其他具体要求有疑问
的，可向交易所咨询。
１．３ 公司应当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其他报告为临时报告。
１．４ 公 司 信 息 披 露 的 指 定 报 纸 为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指 定 网 站 为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在其它公共传媒上披露信息，但不得先于指定
报纸和指定网站，不能以新闻发布或答记者问等形式代替公司的正式公告。
１．５ 除公共传媒外，公司将在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ｙｎ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应当披露的
信息，投资者可通过上网查询，亦可通过 Ｅ－ｍａｉｌ：ｇｙｎｅｃｏ＠ｐｕｂｌｉｃ．ｙｑ．ｓｘ．ｃｎ 与公
司联系或致电公司投资者服务热线：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２８；１３７０３５３９４９６。
第二部分：信息披露事务
２．１．１ 公司在信息公开披露前应当将公告文稿报送证券交易所，文稿为中文
打印件并有签字盖章。文稿上应当写明拟公告的日期及报纸。经证券交易所同意
披露后，公司应当自行联系公告事宜。不能按预定日期公告的，应当及时报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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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
２．１．２ 公司的公告若有任何错误、遗漏或误导的，公司应按证券交易所要求
做出说明并做出更正、补充公告。
２．１．３ 公司应当将信息披露文件在公告的同时备置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２．１．４ 公司应当至少选定一家信息披露的指定报纸；在选定或变更指定报纸
后，在二个工作日内报告证券交易所。
第三部分：定期报告的披露
３．１ 公司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完成年度报告，在指
定报纸披露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披露其全文。证
券交易所在规定的期限内安排各上市公司披露的时间顺序。
３．２ 年度报告应当制成正本和摘要两种形式，其格式和内容按中国证监会《公
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二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
规定编制。上述规定如有修订，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若证券交易所在上述规定
基础上对年度报告披露有进一步要求的，公司应按证券交易所要求办理。
３．３ 公司在年度报告经董事会批准后，应当分别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年度报告正本，经证券交易所登记后，在至少一种指定报纸上刊登年度报告
摘要。
３．４ 公司出现以下所述财务状况异常的情形时，应当在收到年度审计报告后
两个工作日内报送证券交易所：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
负值；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其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即每股净资
产低于股票面值；注册会计师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股东权益扣除注册会计师、
有关部门不予确认的部分，低于注册资本；最近一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对上年度
利润进行调整，导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经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认定为
财务状况异常的。
３．５ 公司应当于每个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编制完成中期报
告并在指定报纸披露。
３．６ 中期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按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三号＜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及有关通知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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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临时报告的披露
第一节 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４．１．１ 公司董事会决议涉及须经股东大会表决的事项和本章第二、三、四节
有关事项的，必须公告；其他事项，证券交易所认为有必要的，也应当公告。
４．１．２ 公司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当在会后两个工作日内将监事会决议和会议
纪要报送本所备案，经证券交易所审查后，在指定报纸上公布。
４．１．３ 公司在股东大会结束后，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文
稿、会议记录和全套会议文件报送证券交易所，经证券交易所审查后在指定报纸
上刊登决议公告。
４．１．４ 股东大会因故延期或取消，应当在原定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五个工作日
之前发布通知。如属延期，通知中应当说明原因并公布延期后的召开日期。
４．１．５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预案做出修改，或对董事会预案以外的事项做出决
议，或会议期间发生突发事件导致会议不能正常召开的，公司应当向证券交易所
说明原因并公告。
４．１．６ 股东大会上以会议文件等形式向股东通报的重要内容，如未公开披露
过的，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披露。
第二节 收购、出售资产
４．２．１ 本节所称收购、出售资产是指公司收购、出售企业所有者权益、实物
资产或其他财产权利的行为。
４．２．２ 公司拟收购、出售资产达到以下标准之一时，经董事会批准后，应在
两个工作日内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收购、出售资产的资产总额（按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评估报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１０％以上；收购、出
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的绝对值（按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占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净利润或亏损绝对值的 １０％以上，且绝对金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收购、
出售资产的交易金额（承担债务、费用等一并计算）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 １０％以上。
４．２．３ 公司拟收购、出售资产按 ４．２．２ 条第（一）、（三）所述标准计算所得的
相对数字占 ５０％以上的；或按 ４．２．２ 条第（二）所述标准计算所得的相对数字占 ５０％
以上，且收购、出售资产相关的净利润或亏损绝对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除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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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董事会批准，报告证券交易所并公告外，交易实施前必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还必须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拟收购、出售
的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审计基准日距协议生效日不得超过 ６ 个月。若因特殊情
况不能审计的，必须在股东大会上说明原因。中国证监会对收购、出售资产另有
规定的，公司必须按规定办理。
４．２．４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对同一或相关资产分次进行收购、出售的，以
其在此期间交易的累计数量计算。
４．２．５ 公司持股比例超过 ５０％的子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比照公司的标准披
露。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 ５０％以下）收购、出售资产，交易标的有关金额指标
乘以参股比例后，适用本规定。
４．２．６ 公司因收购、出售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需履行股东披露义务或要约
义务的，应当同时按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４．２．７ 公司自收购、出售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必须公告交易实施
情况（包括所有必须的产权变更或登记过户手续完成情况），同时，提供相关证明
文件。
４．２．８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的公告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交易概述及协议生效时间；协议有关各方的基本情况；被收购、出售资产的
基本情况；公司预计从该交易获得的利益及该交易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交易
金额（包括确定基准）及支付方式（现金、股权、资产置换等，还包括有关分期付款
安排的条款）；该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出售资产的，
说明出售所得款项的用途；收购资产的，说明是否与招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或
其他募集资金说明书中列示的项目相关及交易的资金来源；须经股东大会或有权
部门批准的事项，应当明确说明需履行的合法程序和进展情况；如果收购资产后，
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应披露有关情况；如果收购资产后，可能与关联人产生同业
竞争的，应披露规避的方法或其他安排（包括有关协议或承诺等）；收购资产后，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的安排与计划； 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
他内容。
第三节 关联交易
４．３．１ 公司关联交易是指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与其关联人交换资源、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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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提供产品或者劳务的交易行为。
公司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和潜在关联人。
本公司附属公司是指本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或者基于股权比例、公司章程或
经营协议的规定，本公司能够控制其董事会组成的公司。
４．３．２ 公司的关联交易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回避和独立判断的原则。
４．３．３ 公司关联人与公司签署涉及关联交易的协议，应当采取必要的回避措
施。
４．３．４ 公司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低于 ３００ 万元，且低于公司最近
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的，不适用本节规定。
４．３．５ 公司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３００ 万元至 ３０００ 万元之间或占
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至 ５％之间的，公司应在交易完成后立即披露，并
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披露有关交易的详细资料。
４．３．６ 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公司最近经审
计净资产值的 ５％以上的，公司董事会必须在做出决议后二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告。
４．３．７ 公司与关联人就同一标的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达到本规则 ４．３．５ 条所述标准的，公司须按 ４．３．５ 条的规定披露。
４．３．８ 公司与关联人就同一标的在连续 １２ 个月内达成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达到 ４．３．６ 条所述条件的，公司须按 ４．３．６ 条的规定披露。
４．３．９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包括产品供销协议、服务协
议、土地租赁协议等在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或前一个定期报告中已经披露过，
协议主要内容（如价格、数量及付款方式等）在下一个定期报告之前未发生显著
变化的，公司可豁免执行本节上述条款，但是应当在定期报告及其相应的财务报
告附注中就该定期报告期限内协议的执行情况做出说明。
４．３．１０ 公司与关联人达成以下的关联交易，可免予披露：
关联人按照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配股说明书或增发新股说明书以现金方
式缴纳应当认购的股份；关联人依据股东大会决议领取股息或者红利；关联人购
买公司发行的企业债券；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４．３．１１ 在关联交易谈判期间，如果公司股票价格因市场对该关联交易的传闻
或报道而发生较大波动，公司应当立即向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发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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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四节 其他重大事件
４．４．１ 公司在会计年度结束时预计出现亏损的，应当依据有关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年度报告前发布提示公告。
４．４．２ 公司发生重大诉讼、仲裁和担保事项时应当按以下要求进行披露。
４．４．３ 公司出现以下情况且所涉及的数额达到 ４．２．２ 所规定标准的，比照本
章第二节的规定披露：重要合同（借贷、委托经营、受托经营、委托理财、赠与、
承包、租赁等）的订立、变更和终止；大额银行退票；重大经营性或非经营性亏
损；遭受重大损失；重大投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重大行政处罚； 证
券交易所认为需披露的其他事项。
４．４．４ 公司出现以下情况，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向证券交
易所报告并公告：
公司章程、注册资金、注册地址、名称的变更；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
变化；订立 ４．４．３ 条第（一）项以外的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
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发生重大债务或未清偿到期重大债务；变更发行募
集资金用途；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５％以上；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其持有股份增减变化达 ５％以上；董事长、三分之一以上董事
或经理发生变动；生产经营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如全部或主要业务停顿，或者生
产资源取得、产品销售方式或渠道发生重要变化等；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
申请破产的决定；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可能对公司的经营有显著影响；
更换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被法院依法撤销；法院
做出裁定，禁止对公司有控制权的大股东转让其股份；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状态；
公司预计出现资不抵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调查或正受到中
国证监会处罚的。公司在做出有关违规事项的公告时，应当事先报告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二、重要合同
下列合同应属对本公司经营业务有重大影响的合同
（一）关联交易协议：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二 （四）”。
（二）借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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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额短期借款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 年 ００７ 号）：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２ 年 ８４ 号）：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
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９３２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行阳泉市分行 ２００２ 年 １９８ 号）：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公司与中行阳泉市分行签订，合同金额 ２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年利率 ５．８４１％，阳煤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２ 年 ９１ 号）：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
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２ 年 ０９２８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公司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２１４９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
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２ 年 １０１６ 号）：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公司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１０７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
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
街支行签订了合同金额 ９６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北大街支行 ２００３ 年 ０００８ 号）：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公
司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签订，合同金额 １６４２．５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
保。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与工商银行阳泉市北大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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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金额 １７４５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年利率 ５．３１％，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２、大额长期借款合同
有关公司长期借款合同的相关情况，参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五、（二）、
２”。
（三）购销合同：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月执行的商品煤销售合同共 ５６ 份，销售
数量 ６０２．７２ 万吨；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材料配件采购合同 １ 份，涉及金额 １４５６
万元。
（四）其他合同：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与常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标的
额为 ２０００ 万元的《出资协议书》，根据该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作为
出资，认购常州证券新增注册资本中之 2000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
协议需经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为保证常州证券增资扩股的进程，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公司就该出资事项召开董事会前，公司董事长在规定的资金运用权限
内先向常州证券预付投资款 ６００ 万元。常州证券已出具承诺，承诺若公司董事会
未批准前述《出资协议书》，则常州证券在公司董事会不批准决议作出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预付投资款 ６００ 万元退还给公司。

三、重大诉讼事项
（一）本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截止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无未结或可预见之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
（二）阳煤集团的重大诉讼事项
截止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无重大诉讼事项。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诉讼事项
截止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
刑事诉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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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发行人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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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
（签名）

石盛奎

白英

李国基

李宝玉

张仁

孙康

夏冬林

黄聪明

李维安

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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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负责人：卢涛
（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谢朝斌
（签字）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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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及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从培国
（签字）

经办律师：从培国

张利国

（签字）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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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会计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
务报告已经本所审计，盈利预测已经本所审核，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陈少清
（签字）

经办会计师：李建勋

杨爱斌

（签字）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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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本所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资产评估数据已
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刘锋
（签字）

注册评估师：展国庆

牛宏

（签字）

山西省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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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评估机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采矿权评估
数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尚海涛
（签字）

评估责任人：裁凤良

戎婷

（签字）

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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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评估机构声明

本机构保证由本机构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土地评估数
据已经本机构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王长生

经办评估师：王长生

李红革

山西博瑞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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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及有关
数据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陈少清
（签字）

经办验资人员：李建勋

杨爱斌

（签字）

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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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附录和备查文件
一、附录
１、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２、山西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二、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将放置于公司和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投资者可在本公司股票
发行的承销期内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 ２：００—５：００ 查阅。
１、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公司发行及上市的文件
２、本公司注册登记文件
３、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
４、山西中新资产评估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５、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确认报告
６、本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
７、《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８、北京中煤思维咨询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
９、《山西省沁水煤田阳泉矿区国阳一矿、国阳二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
审意见书》
１０、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１１、重要合同
１２、《承销协议》
文件查阅地址：
１、山西国阳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５ 号
电话：（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２８
传真：（０３５３）７０７８７１８
２、华夏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７８８９９—８１０３０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１－１－０－２０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