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我们”或“普华永道”)
接受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化”或“贵公司”)的委托，审

计了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煤华晋”或“目标公司”)的财

务报表，包括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 2016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和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目标公司财务报

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7)第 22293 号的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目标公司财务报表是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

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目标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关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888 号）》提出的问题 (以下简称“163888 号反馈意见

通知书”)，我们仅以上述我们对目标公司财务报表所执行的审计工作为依据，

对贵公司就 163888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部分与财务资料有关的问题所

作的答复，提出我们的意见，详见附件。本说明仅供山西焦化用于回复 163888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中的问题及在相关重组文件披露时参考，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附件：普华永道中天就 163888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做回复的专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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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普华永道中天就 163888 号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做回复的专项意见 
 

问题十六 

申请材料显示，中煤华晋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净利润等主

要财务指标波动较大，其中 2015 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17.54%，而 2016 年净利润

同比上升 85.2%。请你公司：1）结合报告期产品质量、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管

控，及同行业可比公司业绩发展趋势，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中煤华晋报告期主

要财务指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行业发展前景、产品市场价格

走势、公司煤炭储量、下游客户市场需求等，补充披露中煤华晋未来持续盈利

的稳定性及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产品质量、销售价格、成本费用管控，及同行业可比公

司业绩发展趋势，量化分析并补充披露中煤华晋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波动较大

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4 年至 2016 年，中煤华晋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

标 
2016 年度 

2016 年较

2015 年变动

比例 
2015 年度 

2015 年较

2014 年变动

比例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491,023.61 33.62% 367,466.36 6.51% 345,003.64
营业成本 176,700.10 9.72% 161,043.85 14.93% 140,120.11
销售费用 12,591.22 -7.91% 13,673.16 146.59% 5,544.98
管理费用 28,679.34 17.77% 24,352.92 -17.09% 29,374.04
财务费用 23,865.33 -18.44% 29,262.48 -8.73% 32,060.64
净利润 148,239.48 85.20% 80,042.99 -17.54% 97,071.75

1、营业收入变动情况 

2015 年度中煤华晋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增长 6.51%，2016 年度中煤华晋营

业收入较 2015 年增长 33.62%。 

中煤华晋的主导产品为低灰、低硫、高发热量瘦煤，属于优质炼焦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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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中煤华晋的产品质量不存在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中煤华晋营业收入变化主要受煤炭产销量和煤炭市场价格变化

等因素的影响。 

中煤华晋 2014 年度商品煤的综合煤价为 511 元/吨，2015 年国内煤炭市场

价格持续下跌，受市场影响，中煤华晋煤炭销售价格也较 2014 年度有较大幅度

下跌，2015 年度商品煤综合煤价为 369 元/吨。但因公司控股的产能为 300 万吨

/年的华宁焦煤在 2015 年度全面投产，因此煤炭产销量较 2014 年度有所上升，

从 2014 年度商品煤销量 655 万吨，上升到 2015 年商品煤销量 976 万吨，因此

导致公司 2015 年度销售收入较 2014 年略有上升。 

2016 年中煤华晋实现商品煤销量为 938 万吨，与 2015 年基本相当。由于

2016 年以来国家及山西省煤炭去产能的系列供给侧改革政策不断出台，煤炭市

场逐步复苏，特别是下半年度煤炭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2016 年中煤华

晋综合煤价达到 513 元/吨，较 2015 年度上涨达到 39.02%。煤炭价格的大幅上

涨也带动了中煤华晋 2016 年度销售收入较 2015 年实现 33.62%的上涨。 

2、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变动情况 

中煤华晋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营业成本分别为 140,120.11 万元，

161,043.85 万元和 176,700.10 万元，增长率分别为 14.93%和 9.72%。 

中煤华晋 2015 年度营业成本较 2014 年增长 14.93%，主要是受华宁焦煤在

2015 年度全面投产，公司产能扩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营业成本与当期煤炭价

格波动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尽管报告期内煤炭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变化，但公司

营业成本变动幅度不大，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大了成本费用管控力度，抵御行业

低谷期的经营风险。2016 年与 2015 年度相比，公司营业成本变动不大。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除 2015 年因运输费、港杂费、装卸费及场站服务

费增加而导致当年销售费用较 2014 年度有较大幅度上涨之外，公司的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变动幅度不大，同时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公

司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三费”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

为 19.41%、18.31%和 13.27%，占比不大且呈下降趋势，显示出中煤华晋良好

的成本费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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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净利润变动情况及与同行业公司的对比情况 

综合以上收入、成本、费用的变动因素，2015 年度中煤华晋净利润较 2014

年下降 17.54%，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度上涨 85.20%。 

根据对 27 家煤炭 A 股上市公司 2014 年至 2016 年的相关财务数据统计分

析，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27 家煤炭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净利润

540.77 亿元，88.91 亿元和 394.94 亿元，其中 2015 年较 2014 年下降 83.56%，

2016 年较 2015 年上涨 344.21%，行业整体经营情况呈现出大幅波动的情况。 

因此，中煤华晋在 2014 年以来经营业绩出现的波动情况，符合煤炭价格市

场变化趋势，也符合行业整体经营变化趋势，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行业发展前景、产品市场价格走势、公司煤炭储量、下游客户

市场需求等，补充披露中煤华晋未来持续盈利的稳定性及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的影响。 

1、煤炭行业发展前景及产品市场价格趋势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等宏观因素影响，

特别是由于下游的电力、建材、钢铁等关联行业景气度下降，煤炭需求减少，

煤炭市场供需关系失衡，市场需求萎缩。国内煤炭行业景气度从 2012 年开始逐

步下行，到 2015 年进入周期性谷底。2016 年以来，受煤炭去产能系列供给侧

改革政策的影响，煤炭行业逐步走出低谷，煤炭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我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煤炭占我国已探明化石资源储量的

94%左右，根据预计，到 2020 年煤炭消费总量仍将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

62%，在可预计的未来，煤炭行业仍然将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据重要地

位。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改革发展年度报告》（2016 年度），2016 年全国煤炭行

业超额完成去产能目标任务，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回落到 33.64 亿吨，

同比下降 9.4%。同时，该报告还指出 2016 年煤炭行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

型煤炭基地成为煤炭供应主体。2016 年 14 个大型煤炭生产基地产量占全国的

92.7%。全国煤矿数量由 2005 年的 2.48 万处减少至目前的 9000 处左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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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去产能政策继续有效实施，依据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本年度全国计

划退出煤炭产能 1.5 亿吨以上。 

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持续实施和落后产能的逐步淘汰，将有效改善煤炭

行业的供需关系，为维护煤炭价格的稳定创造良好条件。根据 Wind 行业数

据，国内主要港口国产炼焦煤平均价格由 2016 年 1 月的 540 元/吨左右已经上

涨至 2017 年 4 月的 1,150 元/吨左右。尽管未来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以及下游

焦炭、钢铁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焦煤价格还可能出现一定的波

动，但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支持下，类似 2015 年度的煤炭行业供需关系严重失

衡，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的风险较小。 

2、中煤华晋煤炭储量丰富，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煤华晋及下属子公司的王家岭矿、韩咀矿、华

宁矿三处煤矿共合计共拥有全井田保有资源储量 201,743.12 万吨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王家岭矿全井田保有资源储量 148,514.62 万吨，全井田服务年

限 144.74 年；韩咀矿全井田保有资源储量为 20,489.70 万吨，全井田服务年限

92.07 年; 华宁矿全井田内保有煤炭资源储量 32,738.80 万吨，全井田服务年限

56.61 年。中煤华晋及下属子公司所有矿井保有储量丰富，矿井服务年限充足，

不会对中煤华晋未来持续盈利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3、下游客户市场需求稳定，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强 

中煤华晋为焦煤生产企业，下游为焦炭产业，行业的最终端为钢铁行业。 

我国是钢铁生产和消费大国，钢铁产能居全球第一位，2016 年国内粗钢产

量 80,836.57 万吨，尽管目前国内钢铁行业也面临产业整合、淘汰落后及无效产

能等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产销国的地

位不会发生变化，钢铁行业规模不会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焦煤的市场需求总体

稳定。 

中煤华晋的主要直接客户为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晋南销售分公

司（以下简称“晋南分公司”）。晋南分公司是中煤能源下属四家销售分公司之

一。中煤能源是中国最大的煤炭贸易服务商之一，依靠自身煤炭营销网络、物

流配送体系以及完善的港口服务，形成了较强的市场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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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分公司的销售网络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份，同时，晋南分公司

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金

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等钢铁、焦化企业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保障对中

煤华晋煤炭产品销售的稳定性。 

此外，随着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政策的不断深入，有助于维护煤炭行业长

期健康稳定发展，维护煤炭市场价格的稳定，避免再次出现行业大幅下滑的情

况，行业供需结构将不断得到改善。中煤华晋所产炼焦精煤具有低灰、低磷、

低硫等特点，为优质炼焦用煤，在市场中有着较强的竞争力。作为行业先进产

能的代表，中煤华晋将在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市场地位。 

综合以上分析，中煤华晋未来保持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具备相应的条件。

在煤炭行业近十年的最低谷期的 2015 年，面对行业整体普遍亏损的局面，中煤

华晋依然实现了 6.19 亿元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体现出公司具有较强

的抵御行业风险的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煤华晋具备为山西焦化持续贡献

稳定投资收益的能力。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 了 解 的 信 息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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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七 

申请材料显示，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6 月，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

平均毛利率水平分别为 25.01%、21.85%和 25.01%，而中煤华晋对应年度的毛

利率水平分别为 59.39%、56.17%和 50.18%。请你公司结合具体业务、成本管

控措施、市场竞争状况、行业地位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毛利率的比较分析，补充

披露中煤华晋毛利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中煤华晋与其他煤炭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水平的对比 

中煤华晋毛利率与煤炭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毛利率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2016 年毛利率（%） 2015 年度毛利率（%） 

靖远煤电 20.68% 21.79%

新大洲 A 27.50% 31.83%

*ST 平能 14.01% 14.36%

冀中能源 22.41% 12.12%

西山煤电 31.45% 32.36%

露天煤业 35.82% 29.10%

*ST 郑煤 13.27% 2.08%

兰花科创 23.52% 26.86%

永泰能源 32.62% 44.37%

兖州煤业 12.78% 14.52%

阳泉煤业 23.90% 18.68%

盘江股份 23.48% 21.96%

安源煤业 10.64% 9.59%

*ST 大有 6.53% 2.98%

上海能源 23.65% 17.56%

金瑞矿业 2.50% 25.24%

红阳能源 19.28% 18.84%

大同煤业 48.99% 35.61%

中国神华 39.51% 37.64%

昊华能源 23.60% 13.70%

陕西煤业 43.39% 32.20%

平煤股份 19.52% 8.96%

潞安环能 37.04% 33.23%

中煤能源 33.50% 31.34%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毛利率 24.57 22.37

中煤华晋 64.01 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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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同行业毛利率分析中已经剔出毛利率为负数的同行业上市公司 

中煤华晋 2015 年度及 2016 年度平均毛利率为 56.17%、64.01%，超过了煤

炭行业对应年度上市公司的 22.37%和 24.57%平均毛利率水平，相较于现有同

行业上市公司有更大的盈利空间，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 

（二）中煤华晋业务结构集中，产品为优质炼焦煤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除从事煤炭生产销售业务之外，还多从事电力生产、煤

化工等相关业务，导致企业综合毛利率水平较低。而中煤华晋业务结构以煤炭

业务为主，报告期内煤炭业务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均在 98%以上。 

其次，根据煤炭产品的用途，可以分为动力煤，炼焦煤和煤化工用煤等。

其中炼焦煤储量少，仅占我国煤炭总储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优质炼焦用

煤资源稀缺，从而导致动力煤与炼焦煤的市场价格有较大差距。 

 

不同于其他煤炭上市公司大部分以动力煤为主的煤炭产品结构，中煤华晋

全部煤炭产品均为炼焦煤，主导产品在产品用途上属于优质的低硫低灰炼焦用

煤，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使得中煤华晋的总体煤炭售价高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水平。 

中煤华晋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综合煤价与同行业主要煤炭上市公司的

综合煤价水平对比如下： 

单位：元/吨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中煤华晋 513.45 3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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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 317.37 292.61 

中煤能源 354.98 299.21 

陕西煤业 233.19 189.28 

大同煤业 364.65 294.88 

西山煤电 407.29 360.86 

潞安环能 341.41 317.18 

兖州煤业 390.76 376.84 

注：相关上市公司的综合煤价水平根据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煤炭业务销售收入和煤炭销

量情况计算得出或直接引用相关公司的年度报告披露数据。 

上述对比显示出，以焦煤为核心产品的中煤华晋的煤炭综合售价明显高于

煤炭品种较多，且动力煤占比较大的其它主要煤炭上市公司的煤炭综合售价。 

（三）中煤华晋具备现代化的管理体制 

中煤华晋立足于规模生产、规模经营，具备高产高效的煤炭工业生产管理

体系，从矿区建设、地面生产、矿井运营等多个方面实施专业化分工，集约化

管理的管理体制。 

一是中煤华晋实施矿区建设现代化管理，充分利用国内先进的采掘设备，

实现采掘设备机械化率 100%。王家岭矿采用了数字化矿山管理系统按照“无人

则安”、精干高效的理念，利用信息化监控手段，实现高产高效。 

二是中煤华晋采取地面生产专业化配置，选择安全基础牢、生产成本低、

运行磨合快、效益见效早的专业化生产单位，对王家岭选煤厂、电厂、铁路专

用线按照专业化托管的模式托管运行；选煤厂、电厂、铁路只配备生产技术质

量管理人员，负责对运营单位的考核管理，实现了各种资源优化。 

三是中煤华晋采取矿井集约化运营。建立对三个矿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

逐步对生产材料、设备、物资实行统一管理、集中采购，产品统一销售，通过

合理配置设备、队伍，采用集中管理模式。基于三个煤矿相似的地质条件，统

一矿区三个矿的采掘工艺，全部选用先进重装综采放顶煤设备，辅助运输使用

无轨胶轮车，用连采机、综掘机开拓掘进，型号一体化选型，实现互换通用；

同时，对采掘、无轨运输等大型设备进行统一维修、管理，依托生产厂家就井

口设点维修。 

（四）中煤华晋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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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岭矿主要设备集成国内领先技术，煤流系统由 12.8 公里的主皮带和配

套 2#煤皮带构成，其中主皮带采用了目前国际上煤矿井下最长的单台双点驱动

皮带机，可传输 3000 吨/小时，速度 4.5 米每秒，先进的传动、控制、通讯联络

技术，可在总控制室进行大巷皮带、主运皮带和上仓皮带的集中控制，真正实

现无人值守；实行辅助运输胶轮化，采用防爆无轨胶轮车运输方式，人员、设

备可直接运达工作面，且关键车辆均为国际先进设备。同步安装了胶轮车车载

定位信息系统，可在调度室实时监测井下车辆的实际运行路线以及车辆状况，

以便准确调度车辆。采用综采放顶煤采煤技术，采掘设备能力强，自动控制水

平高，为安全高效生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利用信息化监控手段，选用 KJ90N

型矿井安全生产监测系统、 KSS-200 型煤矿自燃火灾束管监测系统、井下配置

KJ251A 型人员定位系统，实现固定岗位如井下变电站、中央泵房、主运输皮带

等无人值守。同时中煤华晋配建有年入洗能力 600 万吨的王家岭选煤厂。选煤

厂采取“有压两产品重介旋流器主再选+粗煤泥干扰床+浮选联合洗选”工艺，

工艺系统先进、灵活，选煤主要设备中进口设备占到总工艺设备的 67%。 

中煤华晋下属王家岭矿在 2014 年度被山西省授予“现代化示范矿井”荣誉称

号。王家岭矿和华宁矿属于国家煤监局认定的 2015 年度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

矿，2016 年王家岭矿入选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评定的先进产能煤矿。2017 年 1

月 16 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了 2014-2015 年度全国安全高效矿井名单中，

中煤华晋王家岭矿及华宁焦煤均被评为特级安全高效矿井。 

（五）中煤华晋拥有高效的人员生产效率 

中煤华晋员工整体素质较高，高学历员工占在岗人数比例较大。截至 2016

年末，中煤华晋在岗职工 2386 人，其中中煤华晋本部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 308

人，占公司本部在岗职工人数的 34%；华宁焦煤共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 175

人，占华宁焦煤在岗职工人数的 16%；韩咀煤业共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 88 人，

占韩咀煤业在岗职工人数 22%。同时，基于减人提效的管理理念，机械化的煤

炭工业设备工艺，中煤华晋有效地减少了生产成本，人均生产力远超大部分同

行业上市公司，报告期内达到人均年产值过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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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2016 年度

销售收入

（亿元） 

2015 年度

销售收入

（亿元） 

2016 年度

员工人数

2015 年度

员工人数 

2016 年人

均产值

（万元/

人） 

2015 年人

均 产 值

（ 万 元 /

人） 

靖远煤电 29.78 26.47 14,125 14,865 21.08 17.81

新大洲 A 8.70 9.17 4,129 4,655 21.07 19.7

平庄能源 21.67 20.44 10,564 10,852 20.51 18.84

西山煤电 196.11 186.58 28,276 28,889 69.36 64.59

永泰能源 136.99 107.84 8,030 9,214 170.60 117.04

红阳能源 71.61 59.22 16,047 18,942 44.63 31.26

大同煤业 73.91 71.29 6,020 13,544 122.77 52.64

昊华能源 51.03 65.72 9,357 11,631 54.54 56.5

平煤股份 147.13 124.43 84,993 91,311 17.31 13.63

潞安环能 142.29 111.55 34,230 34,801 41.57 32.05

露天煤业 55.01 55.87 4,395 4,485 125.16 124.56

郑州煤电 94.52 119.96 18,701 19,516 50.54 61.47

兖州煤业 1,019.82 690.07 68,550 65,894 148.77 104.72

阳泉煤业 187.01 168.64 33,916 36,967 55.14 45.62

安源煤业 32.61 51.16 9,497 14,147 34.34 36.17

大有能源 51.81 46.24 39,083 41,294 13.26 11.2

上海能源 51.80 49.6 18,147 20,101 28.54 24.68

金瑞矿业 1.33 3.28 212 813 62.92 40.32

中国神华 1,831.27 1,770.69 90,882 95,498 201.50 185.42

中煤能源 606.32 592.71 47,113 52,648 128.69 112.58

陕西煤业 331.32 325.11 28,331 56,694 116.95 57.35

盘江股份 39.14 40.69 21,347 22,534 18.34 18.06

冀中能源 136.36 125.37 43,786 45,914 31.14 27.31

蓝焰控股 12.51 16.55 2,138 9,273 58.51  17.85

兰花科创 43.58 45.65 18,794 19,300   23.19   23.65

恒源煤电 46.26 39.66 14,751 24,022    31.36   16.51

新集能源 54.04 47.79 21,422 23,992 25.23 19.92

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人均产值情况   64.33   50.05

中煤华晋 49.10 36.75  2,386 2,015 205.79 182.37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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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八 

申请材料显示，晋南分公司为中煤能源下属分公司，报告期内均为中煤华晋第

一大客户，且销售占比达 75%以上，销售集中度较高。同时中煤华晋第一大供

应商为实际控制人中煤集团。除上述关联采购、销售外，中煤华晋报告期还存

在关联接受劳务、关联方资金往来等业务。请你公司：1）结合业务特点及同

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补充披露中煤华晋主要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

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处于合理水平。2）补充披露中煤华晋上述关

联采购、销售、接受劳务、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要性、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3）结合向第三方交易价格、市场可比交易价格，补充披露上述关联采购、销

售、接受劳务、资金往来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对评估值的影响。4）补充披露

中煤华晋与主要客户、供应商合作的稳定性，未来是否可持续，上述情形对中

煤华晋未来年度经营稳定性和评估值的影响。5）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关

联交易对标的资产独立性及经营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中煤华晋主要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

公司的对比分析 

1、关于主要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中煤华晋第一大客户晋南分公司在报告期销售占比达 75%以上，主要原因

为中煤能源针对下属企业的销售，采取统一管理模式。中煤能源下设中煤能源

新疆分公司、中煤能源鄂尔多斯分公司、中煤能源晋北销售分公司、中煤能源

晋南销售分公司共计四个分公司，全面负责中煤能源下属煤炭销售工作。 

依据中煤能源的相关规定以及《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

管理办法总则》，中煤华晋的煤炭销售由中煤能源以统一销售、统一市场、统一

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服务的原则组织销售，中煤华晋本部商品煤均面向中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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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晋南分公司统一销售。同时，中煤华晋下属华宁焦煤作为中煤华晋与当地

国有企业合资成立的煤炭生产企业，采取独立销售模式，面向当地及附近的焦

煤市场客户进行自主销售。由于中煤华晋本部销售规模大，且全部面向晋南分

公司进行销售，从而导致报告期内，晋南分公司成为中煤华晋第一大客户，各

年度销售占比均在 75%以上。 

中煤华晋主要面向中煤晋南分公司实施销售，可以充分发挥中煤能源煤炭

销售网络的资源优势，优化协调销售业务，加强企业的定价权，强化质量控

制、运输和检验等客户服务，有利于满足客户综合需求，及时调整供应关系，

避免中煤能源体系内部竞争，提高整体销售效率，规范销售业务管理，最终实

现规模化效益。 

国内大型煤炭企业集团采取集中销售模式属于行业惯例，由生产企业负责

生产，并由专业化的销售公司实施集中销售，有助于优化企业内部销售资源配

置，节约销售成本，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综合满足客户各项需求。从国内大

型煤炭集团公司来看，除中煤能源之外，其它煤炭类上市公司内部也多采取集

中销售模式，以中国神华、陕西煤业、冀中能源等大型煤炭上市公司为例，根

据相关企业的年度报告等公开信息资料显示： 

中国神华（601088.SH）的煤炭生产销售实行专业化分工管理，煤炭生产由

各生产企业负责，煤炭销售主要由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统一负责。 

陕西煤业（601225.SH）煤炭销售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专业化销售。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在煤炭销售上履行“七统一”职能，即：统一配置资源、运力与市场；统一

进行年度煤炭订货；统一管理煤炭铁路运输计划；统一组织与协调日常运行；

统一进行省内电煤结算与回款；统一进行煤质管理、监督与奖罚，协调处理商

务纠纷；统一协调、确定与监管煤炭产品销售价格。 

冀中能源（000937.SZ）由其运销分公司负责煤炭销售管理工作，从计划安

排、价格管理、货款回收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运销分公司根据价格委员会制

定的价格政策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进行销售。 

综合以上情况，中煤华晋作为中煤能源控股企业，通过中煤能源销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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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销售，符合企业利益，符合行业惯例，具备合理性。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5 年及 2016 年，晋南分公司销售煤炭实现

销售收入分别为 294,607.83 万元和 437,626.18 万元。报告期内晋南分公司销售

煤炭的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2015 年度销售金额 客户 2016 年度销售金额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公司 
 822,564,513.21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1,189,692,203.10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15,919,840.01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072,063,420.25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

司 
 375,007,012.32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

公司及关联方 
  451,990,956.98 

陕西海鑫能源有限公

司 
 283,316,007.74 

陕 西 海 燕 新 能 源

（集团）有限公司 
  176,729,727.31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

司 
 187,617,431.28 

河南金马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160,192,622.77 

河南金马能源有限公

司及子公司 
 151,075,747.2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焦化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 

  137,301,456.60 

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

司 
 100,704,410.44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

公司 
  130,399,830.3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焦

化销售有限公司 
  63,548,107.41 

河北峰煤焦化有限

公司 
  120,010,819.81 

河南利源燃气有限公

司 
 50,308,354.39 

河津市方达洗煤有

限公司 
  106,250,802.65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及子公司 
 40,934,903.85 

龙门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73,475,654.75 

2、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中煤华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主要采购及劳务需求包括煤矿生产所用机械

设备的采购，以及煤矿建设相关的工程施工、煤矿的相关技术服务与维护服务

等。 

煤炭开采及洗选行业是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着重

强调专业性、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而中煤华晋作为新建的大型现代化煤矿企

业，对其采购的机械设备有着严格的质量把控，对相关技术工程人员及相关维

护服务有着高标准的要求。 

中煤集团是我国国有大型煤炭集团之一，拥有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技术装

备水平最高、产品成套服务最全、综合竞争实力最强的井工煤矿工作面综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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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设备制造企业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多家拥有矿山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的煤矿施工企业，以及具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选洗煤专业化

服务公司。择优选取中煤集团下属的相关供应商，能够更好的把控设备及服务

质量及安全性要求，便于满足中煤华晋的个性化需求，便于获取更为全面的维

护、维修等配套服务。 

在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中，集团化生产企业的成员公司在供应商选择中，选

择集团内部企业提供设备及服务属于普遍现象，多数煤炭集团下属的上市公司

其第一大供应商均为该煤炭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公司等关联方，且

采购比例较大，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2016 年度关联采购情况（单位:亿元） 

营业成

本 
关联采

购 

关联采

购/营

业成本

关联采购方 

西山煤电 134.43 41.27 30.70%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大同煤业 37.70 9.52 25.25%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平煤股份 118.41 32.85 27.74%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及其关联方 
潞安环能 89.58 29.00 32.37%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阳泉煤业 142.31 114.18 80.23%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中煤能源 403.21 86.84 21.54%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陕西煤业 187.56 53.11 28.32%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冀中能源 105.80 35.82 33.86%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 

综合以上情况，中煤华晋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具备合理性，符合

行业惯例。 

（二）中煤华晋上述关联采购、销售、接受劳务、资金往来相关背景、必

要性、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1、出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中煤华晋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出售商品的关联交易主要是销售煤

炭产品。中煤华晋 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别向晋南分公司在内的关联方出售商品

27.92 亿元及 41.86 亿元。 

依据《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管理办法总则》，中煤华晋

的煤炭销售坚持在上属集团公司统一销售、统一市场、统一价格、统一结算、

统一服务的原则。因此，中煤华晋商品煤主要由山西晋南分公司统一管理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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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管理办法细则》，中煤华晋

煤炭销售价格管理由其商品煤价格管理委员会负责，商品煤价格管理委员会包

括价格领导小组和定价小组，价格领导小组负责煤价的监督，定价小组负责日

常价格调整意见的审议，商品煤价格管理委员会下设销售中心，负责执行日常

价格管理的具体工作。价格决策程序首先是对供应端及煤炭市场进行调研，汇

总出具调研报告，报定价小组讨论，经定价小组初审后，再交由销售中心召开

业务办公会审议后通报定价小组，并报送上级公司煤炭定价委员会备案。 

中煤华晋及晋南分公司通过对标国外市场、国内市场及晋南小区域市场以

及“钢之家”的冶金煤市场数据进行调研，作为商品煤售价依据。国外市场对

标机构主要为澳大利亚峰景矿、俄罗斯 K10 煤价格，国内市场主要对标机构主

要为山西焦煤集团、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兖州煤矿、平煤股份、神火股份

等。晋南区域市场主要对标坡底沟矿、薛虎沟矿、吉宁矿、台头矿等。 

中煤华晋与晋南分公司之间的煤炭交易价格及时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调

整，由商品煤价格管理委员会确定。晋南分公司在购买中煤华晋煤炭产品后以

吨煤固定成本加成的方式再向终端客户销售，因此中煤华晋面向晋南分公司的

煤炭价格变动与终端市场售价变化趋势一致。 

以 2016 年下半年度中煤华晋精煤地销基准价与中煤华晋下属华宁焦煤面向

第三方的精煤销售基准价的对比来看，二者未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吨 

月份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华宁 605-655 605-655 605-655 705-830 920-1050 1150-1250 1150-1250

本部 570-600 570-600 590-620 670-835 920-1050 1120-1250 1120-1250

由此可见，中煤华晋与晋南分公司商品煤交易价格与面向第三方的商品煤

交易价格不存在显著差异，中煤华晋不存在通过晋南分公司调整煤炭销售价格

来调节利润或损害中煤华晋企业利益的情况。 

2、采购商品关联交易 

中煤华晋 2015 年及 2016 年向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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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山西中煤四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合计采购

商品金额分别为 2.95 亿元及 1.02 亿元。主要采购内容为煤矿用相关原材料及机

械设备。 

中煤华晋商品采购按照《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实施细则》

及《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实施。依据上述文件，

中煤华晋采购物资分为公开招标物资（包括公开和邀请）及非公开招标物资

（包括竞争性谈判物资、询比价物资、单一来源物资）。除已签订长期供货的物

资和集采物资外，单项采购或一次采购金额在 50 万元人民币（含 50 万）以上

采取公开招标；单项采购或一次采购金额在 2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的物资采取

竞争性谈判。因招标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只能从有限供应商处采购的，以及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可采用邀请招标；若发

生招标后没有供应商应标、投标人不足三家的、没有合格标的的或者重新招标

未能成立的等情况可采取谈判方式；若发生仅可从特定供应商处采购、原采购

的零配件供应、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采购物资等情况可进行单一来源

采购。 

3、接收劳务关联交易 

中煤华晋 2015 年及 2016 年向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中煤第一建设有限

公司、中煤建设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合计采购金额分别为 4.35 亿元及

3.77 亿元。除与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中煤华晋与股东山焦集团的控

股股东焦煤集团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往来之间，其余均属于中煤华晋与间

接控股股东中煤集团下属煤炭施工、服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主

要内容是相关的煤矿工程施工、洗煤技术服务、部分劳务外包等。 

依据中煤集团与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煤能源签署的《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

架协议》，中煤集团向中煤能源供应生产原料及配套服务，包括原材料、辅助材

料、运输装卸、电力及热能供应、设备维修和租赁、劳务承包及其他；及社会

及支持服务，包括员工培训、医疗服务及紧急救援、通讯、物业管理服务及其

他。上述原料和配套服务须按下列顺序确定价格：1）大宗设备和原材料原则上

采用招投标程序定价；2）如并无招标程序，则执行市场价；及 3）如无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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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采用协议价。协议价指按照“合理成本+合理利润”方式确定的价格。

如无可比较市场价格，价格将由合同双方根据成本加公平合理的利润率的原则

经公平磋商后厘定，其中相关成本包括：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中煤集

团向中煤能源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预期利润范围由 1%至 10%，符合行业标准

且不高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利润率。 

此外中煤能源与中煤集团还签署了《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

议》，该协议要求中煤集团向中煤能源提供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原则上

应通过招投标方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中煤集团

向中煤能源提供工程设计服务的，中煤能源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或其他方式

分期支付。中煤集团向中煤能源提供建设施工服务的，中煤能源按合同约定的

工程进度或其他方式分期支付。中煤集团向中煤能源提供总承包服务的，中煤

能源按照设计、采购和施工的时间节点和其他约定分期支付。 

除遵守上述协议规定之外，中煤华晋购买工程设计、建设施工等相关服务

需符合《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该办

法，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矿建、土建、安装及景观工

程的发包以及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35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的委托必须公开招标；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30～100 万人民币以上的矿建、

土建、安装及景观工程的发包以及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35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委托可经招投标领导小组批准后采取邀请招标或谈

判的方式组织委托、发包或采购；涉及国家和公司安全、机密或者抢险救灾，

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数量有限的等情况亦可采取邀请招标；投标单位不足三

家可组织投标单位竞争性谈判；若发生仅可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或须确保原有

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等情况，可进行单一来源采购。 

4、关联方资金往来 

（1）关联方存款 

中煤华晋 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别向中煤财务公司存款的期末金额分别为

595.19 万元及 8,941.44 万元，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确认利息收入 111,035.87 元

和 80,986.3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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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煤股份对下属子公司资金统一管理的要求，中煤华晋存放于中煤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存款以银行同期活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计息，2016 年、

2015 年度实际年利率为 0.35%，符合相关监管规定以及市场同类型存款利率水

平。 

（2）关联方借款 

中煤华晋 2015 年及 2016 年以同期同档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计

息，向中煤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2 亿元。 

上述借款利率符合相关监管规定，与市场借款利率水平不存在重大差异。

中煤华晋向中煤财务公司贷款多为短期借款，而中煤财务公司审批拨款速度较

快，有利于中煤华晋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综上，中煤华晋与中煤集团系统内企业的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及提供劳务

服务、关联方资金往来等事项，均具备合理背景，通过借助中煤能源的总体销

售网络体系，有助于中煤华晋建立稳定的终端客户群体，形成面向全国的销售

市场网络，同时在市场议价过程中获得更有利地位。同时面向中煤集团相关专

业公司接受劳务与采购等，有助于公司持续稳定获得日常所需原料、设备及工

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与中煤财务公司存款、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运作

效率，稳定公司的融资渠道。以上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具备合理性。同时，相关

交易定价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采取招投标等方式确定，中煤华晋建立了《山西

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煤炭销售管理办法总则》、《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煤炭销售管理办法细则》、《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实施

细则》、《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招投标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规

范，确保相关交易依法合规，定价公允。 

（三）结合向第三方交易价格、市场可比交易价格，补充披露上述关联采

购、销售、接受劳务、资金往来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对评估值的影响 

关于公司相关关联采购、销售、接受劳务和资金往来的定价公允性，参见

上述第（二）问的相关分析。 

本次资产评估过程中，除采矿权以外的其他资产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估，基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除采矿权之外的资产、负

债，不受关联交易事项的影响。而根据采矿权评估的相关模型及评估假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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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评估结论的公允性造成不利影

响。 

从收入预测方面来看，采矿权评估采取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师在收集历

史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经验对价格总体趋势的运行方向作出基本判

断，对未来评估计算期内原煤售价的进行了预测，与公司目前的实际售价没有

直接关联性。 

从成本预测方面来看，王家岭矿 2013 年 9 月正式投产，2014 年、2015 年

原煤生产成本分别为 131.47 元/吨、130.89 元/吨；华宁矿 2014 年 10 月进入联合

试运转期，2015 年 6 月验收投产，2015 年原煤生产成本为 105.64 元/吨；韩咀

矿基建已完成，于 2016 年 12 月初投产，采矿权评估参照“初步设计修改”及

本地区同类生产矿井“王家岭矿”、“华宁煤矿”估算的生产成本。本次采矿权

评估中，三项采矿权的生产成本基本稳定，毛利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基本可

以反映企业正常生产期的生产成本水平。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中煤华晋的关联交易具备公允性，相关关联交易事

项不会对本次资产评估结果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四）补充披露中煤华晋与主要客户、供应商合作的稳定性，未来是否可

持续，上述情形对中煤华晋未来年度经营稳定性和评估值的影响。 

报告期内，中煤华晋销售集中面向中煤能源晋南分公司实施销售，晋南分

公司已经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金马能源有限公司、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等钢铁、焦化企业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可以依托

中煤能源的总体销售网络，实现面向全国甚至海外市场的总覆盖。中煤华晋的

煤炭销售具备可持续性，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具备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供应商为中煤集团下属专业化子公司，包括相关的

机械设备生产企业、工程施工服务及劳务服务等相关企业。公司为中煤集团间

接控股公司，具备与相关企业保持长期紧密合作的条件。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具

备稳定性。 

综合以上分析，公司的销售渠道、采购及劳务服务与相关主要合作方具备

长期稳定合作的条件，相关交易定价采取市场价或招投标等方式确定，上述交

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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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采矿权评估中，采用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通过

将项目在生命期内产生的现金流折现，计算出采矿权价值的一种方法。应用前

提条件是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或确

定。中煤华晋持续经营能力具备可持续性，与主要客户的合作稳定，未来可持

续，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应用前提，不会对评估值造成不利影响。 

（五）结合上述情形，补充披露关联交易对标的资产独立性及经营业绩的

影响，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六）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相关规定 

综合以上分析，报告期内中煤华晋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具备合理

的交易背景，相关定价公允，对中煤华晋的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同

时，中煤华晋作为煤炭生产企业，具备独立自主生产经营所需的相关资产、人

员、机构，公司的煤炭生产活动独立开展，不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公司

煤炭销售主要面向中煤能源晋南分公司，但产品定价严格按照市场价格变化趋

势确定，相关销售模式具备持续稳定性，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煤华晋为山西焦化的联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不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的情况不发生改变，预计上市公司与中煤华

晋之间不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同时本次交易不新增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的同业竞争。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有利于

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

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以及《重大资产重

组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

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的要求。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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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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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九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方中煤华晋。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减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相关规定。请独立财务顾问

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新增与关联方中煤华晋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煤华晋为山西焦化的联营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

关联方的定义，中煤华晋为山西焦化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除原有关联

方及山西焦化联营企业中煤华晋之外，不存在其他新增关联方的情况。 

同时，根据报告期内山西焦化、中煤华晋的关联交易情况，中煤华晋不存

在与山焦集团、山西焦化的交易事项。中煤华晋煤炭销售通过中煤能源下属销

售公司进行销售，同时山西焦化也没有能够为中煤华晋提供煤矿建筑施工、洗

煤、劳务等方面服务的能力，而中煤华晋也不从事与焦炭及其化工产品相关的

生产、施工、服务等业务。因此结合报告期内山西焦化、中煤华晋的关联交易

情况以及二者业务开展范围及经营模式，预计交易完成之后，山西焦化与联营

企业中煤华晋之间，不会存在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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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十三 

申请材料显示，依据相关采矿权评估报告预测，中煤华晋 2017-2019 年净利润

分别为 91,593.74 万元、94,303.61 万元、93,456.43 万元，截至 2016 年 1-6

月，中煤华晋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9,621.86 万元；截至 2016 年末，中

煤华晋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27,104.16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对中煤华晋不具有控制权。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6 年上半年

实现的净利润金额较低、而下半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以往季

度业绩是否相符。2）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6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与评估预测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上述情形对评估值的

影响。3）结合截至目前的经营业绩、合同或订单、行业景气度、主要客户合

作的稳定性及近期市场可比案例评估预测情况，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7-2019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4）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仅收购

标的资产少数股权，未来如何保障业绩承诺履行，以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

权益的具体保障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6 年上半年实现的净利润金额较低、而下半

年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与以往季度业绩是否相符 

2016 年度全年中煤华晋实现营业收入 49.10 亿元，是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17.90 亿元的 2.74 倍，全年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 亿元，是上半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 亿元的 6.48 倍。2016 年下半年度经营业绩较

2016 年上半年度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供给侧改革政策在 2016 年度不断深化，

煤炭产品价格在 2016 年下半年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导致中煤华晋煤炭业务收

入大幅上涨，而煤炭业务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基本保持一致。 

2016 年下半年煤炭市场供求结构产生显著改变，煤炭产品价格大幅度上

涨。据 Wind 数据显示，临汾乡宁 2 号焦煤价格在 2016 年第一季度仅在 350 元/

吨左右，到了 2016 年 12 月已达 920 元/吨左右。由于煤价的大幅上涨，煤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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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效益整体在 2016 年下半年出现了大幅提升。根据 27 家煤炭 A 股上市公

司 2016 年财务数据统计显示，27 家煤炭 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下半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较 2016 年上半年增长 61.60%，下半年实现净利润较上半年增长

71.94%。反映出 2016 年度受供给侧改革影响，下半年度出现煤炭价格大幅上

涨，导致行业经营业绩在上下半年出现较大波动性。 

由于中煤华晋主要产品为焦煤，在 2016 年度焦煤产品价格涨幅大于动力煤

价格涨幅，2016 年下半年中煤华晋商品煤的综合煤价在 705 元/吨左右，较

2016 年上半年 348 元/吨左右的商品煤综合煤价涨幅达到 102.59%。因此，中煤

华晋煤炭业务 2016 年下半年收入实现 30.62 亿元，较 2016 年上半年 17.55 亿元

收入增幅超过 70%。同时，由于中煤华晋有效的成本控制管理，2016 年下半年

煤炭业务成本 8.06 亿元，与 2016 年上半年 8.45 亿元比较未出现较大变化；

2016 年下半年期间费用 3.43 亿元，与 2016 年上半年 3.08 亿元比较未出现较大

变化。由此导致中煤华晋 2016 年下半年净利润较 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9.02 亿元，涨幅达到 311.21%。 

（二）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6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

指标与评估预测的差异情况及差异原因，上述情形对评估值的影响 

中煤华晋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1,023.61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 

127,104.16 万元。 

而根据儒林评估出具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王家岭矿、华宁矿

及韩咀矿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中煤华晋所属三座煤矿预测 2016 年度原煤销售

收入 297,667.71 万元，归属于中煤华晋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84,934.75 万元。 

中煤华晋 2016 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均超出儒林

对中煤华晋所属三座煤矿采矿权评估中所预测的 2016 年营业收入及归属于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数值。 

由于中煤华晋 2016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可以覆盖采矿权评

估报告中对 2016 年度的预测金额，儒林出具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的王家岭矿、华宁矿及韩咀矿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所预测中煤华晋未来业绩具

有合理性，不存在通过虚高预测经营业绩而高估中煤华晋所属三座煤矿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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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情形。 

中煤华晋 2016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水平与评估预测产生差

异的主要是因为在煤价选取上，实际经营收入依赖于公司在 2016 年度的煤炭市

场销售价格，而评估预测中根据采矿权评估准则，是以全部产出煤炭为原煤作

为取价基础，不考虑洗精煤的价格因素，同时价格选取以煤矿过去 10 年的平均

煤价、评估基准日的当日煤价以及评估基准日至报告出具日期间的平均煤价为

参考加权取得，是对未来煤矿服务期限内平均原煤价格的综合预测。评估所用

煤炭价格与公司 2016 年度实际销售煤炭价格出现差异，是合理的。 

其次，评估预测模型中在吨煤成本、费用的选取上，仅考虑与采煤生产相

关的成本费用，而企业实际生产经营中涉及到的洗煤环节、发电环节、后勤服

务等相关成本费用不涵盖在模型中，因此二者在经营成本费用的范畴上也是存

在一定差异的。 

综上，中煤华晋 2016 年全年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与评估预测的差

异主要源自在采矿权评估中对煤价及成本费用的选择依据不同，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王家岭矿、华宁矿及韩咀矿的采矿权评估报告对中煤华晋未

来业绩预测符合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要求，具有合理性，未对中煤华晋所属三座

煤矿的采矿权无形资产价值进行高估，上述差异不影响中煤华晋所属三座煤矿

的采矿权评估结果的公允性，亦未对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煤华

晋全部股权价值评估值的公允性产生不利影响。 

（三）结合截至目前的经营业绩、合同或订单、行业景气度、主要客户合

作的稳定性及近期市场可比案例评估预测情况，补充披露中煤华晋 2017-2019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的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1、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具备实现预测业绩的能力 

根据儒林出具的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王家岭矿、华宁矿及韩咀

矿的采矿权评估报告，2017-2019 年中煤华晋所属三座煤矿每年合计原煤销售收

入预测值均为 318,849.64 万元，每年合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预测值依次分别

为 91,519.37 万元、94,125.27 万元及 93,546.08 万元。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17 年一季度，中煤华晋本部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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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亿元，实现净利润 8.33 亿元，华宁焦煤实现营业收入 3.78 亿元，实现净

利润 1.82 亿元，韩咀煤业实现营业收入 1.59 亿元，实现净利润 0.38 亿元。按照

目前的经营情况和 2017 年煤炭价格走势，中煤华晋实现 2017 年度的业绩承诺

基本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中煤华晋销售渠道及下游客户需求稳定，其主要客户直接为晋南再由中煤

能源进行统一管理销售，能够依靠中煤能源强大的营销网络把握客户资源。晋

南分公司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等钢铁、焦化企业

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能够保障对中煤华晋煤炭产品的采购。 

目前，煤炭行业仍处于复苏上升趋势，煤炭行业企业景气指数 2016 年下半

年开始从谷底反弹，截止至 2017 年 3 月，煤炭行业企业景气指数回暖至 110.00

点，与 2012 年初相近。以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效果来看，预计未来 3 年内煤炭行

业去产能政策将延续，煤炭行业供需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中煤华晋的市场

竞争力将在行业整合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增强。 

2、与市场同类项案例相比，本次评估是谨慎的，合理的 

    由于市场上煤矿类资产交易案例涉及到的煤种、生产能力、生产成本等要

素各有不同，无法直接以相关案例的盈利预测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盈利预测情况

进行直接对比。而煤炭价格属于对评估值及盈利预测影响较大的主要因素之

一，因此对比分析市场交易案例中涉及到焦煤的采矿权评估案例与本次三项采

矿权评估在煤炭价格选取上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如下： 

案例 评估基准日 
煤炭预测价格

（元/吨） 

本次交易涉及的王家岭矿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71.11 

本次交易涉及的韩咀矿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73.40 

本次交易涉及的华宁矿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73.40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红阳二矿 
2014 年 9 月 30 日 797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沈阳焦煤股

份有限公司红阳三矿 
2014 年 9 月 30 日 670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西汾西太岳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 76.96%股权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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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西美锦集团东

于煤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420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

业有限公司 49%股权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685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

煤业有限公司 49%股权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60 

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本次资产评估的三项采矿权资产的预测煤炭价格

均低于近年来市场上其他涉及到焦煤的采矿权评估的预测煤炭价格。反映出本

次资产评估过程中在相关核心参数的选取上是谨慎的，充分考虑了潜在的市场

波动因素，具备合理性。 

综合以上分析，中煤华晋市场竞争力强，盈利能力突出，主要客户稳定；

同时从现有行业发展情况考虑，预计 2017-2019 年煤炭行业仍将保持较高的行

业景气度，整体行业环境有利于煤炭企业经营发展，对比同行业涉及焦煤资产

的评估案例，本次评估在煤炭价格等核心参数的选取上是谨慎的。因此中煤华

晋 2017-2019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预测具备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四）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仅收购标的资产少数股权，未来如何保障业绩承

诺履行，以及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具体保障措施 

山西焦化与山焦集团签署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利润承诺补偿协议》，明确了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数合计不足同期利

润预测数总和的，在经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额后，由交易对

方以股份方式向山西焦化进行补偿，并就补偿股份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向山西

焦化进行补偿。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上市公司将向山焦集团发行股份数量为 666,468,600

股，上述股份将按照承诺锁定三年，同时上述股份将成为业绩承诺补偿的标的

股份，用于支付可能发生的业绩补偿情况。同时，山焦集团作为山西省大型国

有企业，公司 2016 年末的总资产规模达到 170.21 亿元，净资产 37.90 亿元，在

股份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具备现金补偿的能力。 

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煤华晋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联营企业，上市公司

将通过股东权利和董事会、监事会，履行对中煤华晋日常经营的管理、监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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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职能，确保中煤华晋保持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及较好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方案及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

开的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对方山焦集团及其关

联方西山煤电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方案及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已经非关联股东以

99%以上的通过率表决通过，体现出公司中小股东对本次交易方案的认可。 

综合以上分析，本次交易中已经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做出了明确、可行的

安排，并获得公司中小股东审议通过。充分维护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

益。本次交易仅收购标的资产少数股权的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

益的保障构成不利影响。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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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十八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与前五大客户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

汇丰物流贸易有限公司交易背景、交易内容、定价依据，销售价格、付款条件

等方面与其他客户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交易背景及交易内容 

报告期内，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市汇丰物流有限公司主要是与中

煤华晋下属华宁焦煤之间发生交易事项。根据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市

汇丰物流有限公司与华宁焦煤签署的相关采购合同，两家公司与华宁焦煤的交

易内容为采购焦煤，包括原煤和洗精煤。 

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为环保材料、

环保设备、建筑材料、工矿配件、五金交电、煤炭、焦炭、煤制品、钢材、铁

矿石（粉）、钢坯等销售，不锈钢制品、仪器仪表、电线电缆、健身器材、轴承

及配件、劳保用品批发经营、仓储、加工、配送等物流服务。公司主要股东包

括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等。 

韩城市汇丰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主要为煤

炭、焦炭、煤制品等批发经营、仓储、加工配送等物流服务等。公司的主要股

东包括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二）销售价格及定价依据 

华宁焦煤与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市汇丰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均签署

相应的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价格一般由“基准价+质量调整价+其他因素调整价”

构成，并采取随行就市的方式执行，如调整价格双方及时通过补充协议或调价

函等方式确认沟通。 

华宁焦煤的煤炭定价由煤炭定价委员会及销售部依据《山西华宁焦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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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煤炭销售管理办法细则》进行价格管理，销售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市场

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形成调研报告提供给煤炭定价委员会，最后由煤炭定价委

员会审批确定。市场价格变化主要参考中煤华晋王家岭矿煤炭价格，并考虑客

户需求、竞争对手及相关政策等因素。 

华宁焦煤与上述两家公司的销售价格确定方式与其他客户不存在重大差

异。例如 2016 年 10 月，华宁焦煤与河津市禹门口焦化有限公司执行的精煤基

础价格为 830 元/吨，与华宁焦煤和韩城汇金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在此期间执行的

820 元/吨的基础价格基本一致。略有差异主要是基于煤炭运输距离以及客户长

期合作关系等因素，不存在重大差异情况。 

（三）付款条件 

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市汇丰物流有限公司与华宁焦煤主要采取按

月结算方式，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付款，交货方式为采购方通过公路运输自

提。上述结算方式与其他客户结算方式不存在重大差异。 

综上，韩城汇金物流有限公司、韩城市汇丰物流有限公司与中煤华晋之间

的交易背景、交易内容、定价依据、销售价格、付款条件等与其他客户相比不

存在较大差异。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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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十九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报告期应收票据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具

备商业实质，是否符合行业惯例。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核查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中煤华晋账面应收票据 103,602.90 万元。截至 2016 年

末，中煤华晋账面应收票据 313,501.54 万元。中煤华晋应收票据金额较大，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不同于大部分煤炭上市公司以动力煤为主的产品结构，中煤华晋的产品为

焦煤，产品结构单一，主要提供给独立焦化企业和钢铁企业，用于生产焦炭。

焦化企业与钢铁企业在结算过程中多使用票据结算方式，因此导致公司与客户

结算中也以票据结算方式为主，从而使得应收票据在公司资产结构中占比较

大。例如以焦炭生产为主的上市公司山西焦化（600740.SH）及陕西黑猫

(601015.SH)，2016 年度应付票据余额占其公司期末流动负债的比例达到了

46.36%和 40.74%，反映出焦化企业以票据支付为主的结算方式。 

公司的应收票据均为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虚

构交易进行票据融资的情况。 

同时，经查询同行业煤炭上市公司情况，潞安环能（601699.SH）2016 年

度应收票据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62.75%，盘江股份(600395.SH)2016 年

度应收票据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7.53%。反映出同行业上市公司也存在

以票据方式为主进行结算的情况。 

中煤华晋长期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公司的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占比较低，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6.44%，远低于同行业煤炭上市公

司 18.13%的平均水平。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105,884.70 万元和 149,222.87 万元。公司以票据方式进行销售结算，有助于加

快资金流动，减少应收账款比例，同时也没有对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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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带来不利影响。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问题三十四 

申请材料显示，截至报告期末，中煤华晋存在对关联方其他应收账款余额

11,560,186.96 元。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

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关规

定。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请 

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山西焦化的回复 
 

（一）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煤华晋与关联方之间的其他应收款为

11,560,186.96 元，主要是与华宁焦煤股东山西乡宁焦煤集团毛则渠煤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毛则渠”)之间形成的其他应收款。 

2015 年中煤华晋下属华宁焦煤向其股东毛则渠提供 5,000 万元拆借资金。

2016 年 5 月 13 日，华宁焦煤第七次股东会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

中分配给公司股东毛则渠公司 3,843.98 万元，上述利润分配抵扣了前述部分拆

借资金后，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拆借资金的余额为 1,156.02 万元。 

截止本回复出具之日，毛则渠已经归还上述拆借资金。中煤华晋与关联方

之间不存在其他应收款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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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

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

的相关规定 

依据致同出具的《关于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致同专字（2017）第 110ZA0790 号），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依据中煤华晋出具的相关说明，在毛则渠归还上述拆借资金之后，中煤华

晋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应收款余额，不存在非经营性资产占用的情况。 

据此，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

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的相

关规定。 

（三）依据《格式准则》进行补充披露的情况 

山西焦化已经依据《格式准则》第四十一条，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二、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关联担保情况”进行了必要的信

息披露。 

 

普华永道核查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中煤华晋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

煤华晋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

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目标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中煤华晋会计资料以

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