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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探矿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的“安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探（探矿权保留）探

矿权”（以下简称：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北煤电集团）合法取得并拥有，并就

所拥有的探矿权已获国土资源部门颁发的《勘查许可证》，皖北煤电

集团所拥有之探矿权不存在权属争议和权利受限制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皖北煤电集团。皖北煤电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54.96%的股权，属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位于本公司任楼煤矿的深

部，拟由本公司在收购后整合并入任楼煤矿进行开采生产。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煤炭生产正常有序接

替，增加煤炭资源后备储量，稳定任楼煤矿矿井产能，延长矿井服务

年限，规避与皖北煤电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 62202.49 万元，收购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公司董事会已按

照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聘请了相关矿业权评估机构、律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和

本次交易的探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出具了相关矿业权评估报告和

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

联董事袁兆杰、吴玉华、朱凤坡回避表决，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收购探矿权暨关联交易事前得到独立董事的认可且同意本

次收购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1.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任楼煤矿的资源储备，确保任楼煤矿生产

正常有序接替，稳定矿井产能，延长矿井服务年限； 

2.本次交易完成将有效规避与皖北煤电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 

3.本次交易已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矿业权评估机构评估，定价

依据合理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均选择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其他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涉及的探矿权转让登记事项需获得政府矿产资源管理

部门审查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本次交易对方为皖北煤电集团，皖北煤电集团具体情况如

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 157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30 亿元 

法定代表人：龚乃勤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41300152388171M 

成立日期：1994 年 0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至 2100 年 09 月 13 日 

经营范围：煤、煤化工的开发、投资与管理，物贸物流，建筑材

料、机械设备、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通

迅器材、日用百货的购销，铁路和公路运输，建筑（四级），装饰（三

级），设备租赁，本系统内的土地复垦、道路、堤坎修复，基础土方

工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分支机构经营：烟、酒

零售，饮食娱乐服务、打字、复印、住宿、物业管理，矿用设备配件

制造与维修，汽车修理，汽车配件销售，石膏、高岭土的开采、加工、

销售，非金属矿产技术开发、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安徽省国资委 300000 万元 100% 资产和货币 

（二）历史沿革 

皖北煤电集团系安徽省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特大型

煤炭生产企业，安徽省属重点企业集团之一，安徽省重要骨干工业企

业之一。其前身为成立于 1984 年 5 月的安徽皖北煤炭工业公司，1986

年 1 月更名为皖北矿务局，1998 年 9 月, 经安徽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皖现企组[1997]19 号及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秘〔1998〕

75 号文件批准，由皖北矿务局改制为安徽省皖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年 5 月更名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皖北煤电集团总资产 642.86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09 亿元。 

皖北煤电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49,615,741

股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数的 54.9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皖北煤电集团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探矿权情况 

探矿权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探矿许可证编号：T34120090201025346 

勘探项目名称：安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探（探矿权保留）

探矿权 

地理位置：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 

图幅号：150E016012.150E015012 

勘查面积：23.22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2017 年 4 月 29 日至 2019年 4 月 29 日 

勘查单位：安徽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探矿权范围拐点坐标： 

点号 
直角坐标(1954 北京坐标系) 直角坐标(1980 西安坐标系) 

X 坐标 X 坐标 X 坐标 Y 坐标 

1 3713374.61 39479103.08 3713328.22 39479050.18 

2 3711957.35 39479100.01 3711910.96 39479047.11 

3 3711155.4 39479511.14 3711109.01 39479458.24 

4 3709984.24 39479689.31 3709937.85 39479636.41 

5 3708504.18 39480254.05 3708457.79 39480201.15 

6 3707487.3 39480329.41 3707440.91 39480276.51 

7 3704529.56 39480323.39 3704483.17 39480270.49 

8 3702096.34 39479956.83 3702049.95 39479903.93 

9 3701325.94 39480032.72 3701279.55 39479979.82 

10 3700926.38 39479566.92 3700879.99 39479514.02 

11 3700895.63 39479541.02 3700849.24 39479488.12 

12 3700891.13 39481788.41 3700844.74 39481735.51 

13 3713369.12 39481811.95 3713322.73 39481759.05 



探矿权历史沿革：2004 年 1 月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皖北煤电集团）依法取得了任楼煤矿深部探矿权。安

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探（ 初次） 探矿许可证号为：

3400000410004，第二次探矿许可证号为：3400000780016，第三次探

矿许可证号为： T34120090201025346；图幅号： I50E016012，

I50E015012；有效期限：3 个证的延续时间分别为 2004 年 1 月 2 日

至 2007 年 1 月 1 日，2007 年 1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 月 24 日，

2009 年2 月27 日至2011 年2 月27 日，2011 年4 月29 日至2013 

年 4 月 29 日，2013 年 7 月 25 至 2013 年 10 月 29 日，2014 年 1 月

28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29 日；

最近一次探矿许可证号为：T34120090201025346，有效期为 2017 年

4 月 29 日至 2019 年 4 月 29 日，探矿权人：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探矿权人地址：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 157 号。发证机

关：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勘查单位：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勘查单位地址：安徽省宿州市北关。探矿权由 13 个拐点坐标圈定，

登记拐点坐标见上表；面积为：23.22km2。 

矿业权价款缴纳情况：安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探（探矿权

保留）属于皖北煤电集团以空白区申请在先方式依法取得的，此前该

探矿权未评估过；截止目前，该矿权未进行过有偿处置（缴纳探矿权

价款或出让收益）。 

资源储量：根据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编制提交了《安徽

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查区煤炭勘探报告》和《评审意见书》(皖

矿储评字〔2013〕074 号) 及由《评审备案证明》（皖矿储备字〔2013〕

055号），截止评审基准日为 2012年 12月 31日，探矿权范围内（-700～

-1500 米标高之间），评审通过的资源储量如下：煤炭（331+332+333

类）资源量：26357.0 万吨(气煤 277.0万吨，1/3 焦煤 26080.0 万吨)。

另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煤矿井下生产布局管理控制超强度生产



的意见》（发改运行〔2014〕893 号）、《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7 号 2016 年 2 月）、《关于安徽省煤矿停止开

采区和暂缓开采区划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皖经信煤炭〔2016〕37号）

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改扩建大中型矿井开采深度不应超过 1200m。故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说明书》确定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标高-700m～

-1200m 范围内资源量为 9335.8万吨。 

四、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拟与皖北煤电集团签订了附带生效条款的《关于收购任楼

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的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交易方式、对价支付及交割 

（1）探矿权转让作价基准日为 2018 年 11 月 30日。 

（2）定价原则 

本评估项目以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安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

探（探矿权保留）探矿权评估报告》（中水致远矿评字〔2018〕第 020001

号），探矿权价值合计为人民币 62202.49 万元。 

据此，本次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62202.49 万元。 

（3）交易及价款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协议方式，双方签署《关于收购任楼煤矿深部资源

探矿权的合同》并正式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将双方约定

的该等股权价款支付至皖北煤电指定的银行帐户。 

2、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本次董事会后，双方正式签署《关于收购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

权的合同》并盖章成立，在相关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对于本次探矿权转让交易而言，其转让登记事项需获得政府矿产

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对于不能生效负有责任的一方，应当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 



五、相关生产配套条件 

1.资质和准入条件。公司作为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的受让

方，具备从事矿产勘探、开发利用所需要的资质条件。 

2．项目审批。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尚待经本次交易转给公

司后与任楼煤矿采矿权整合后开始进行开采所必要的审批。在本次交

易成功后，公司将根据任楼煤矿生产进度安排获得探转采的相关审批

手续。 

3．经营条件。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业经国土资源部《关于

安徽省淮北煤炭国家规划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修编）的批复》（国

土资函﹝2012﹞605号）批准同意，整合进入任楼煤矿后，可以利用

现有矿井水、电、运输、通风和洗选等设备和技术能力，充分发挥矿

产资源整合开发的优势。 

4．生产安排。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任楼煤矿深部设计基建

期为 38.5 个月，投产后的前三年产能为 90 万吨/年，其后达到 240

万吨/年，后续服务年限内深部探矿权生产规模为 240 万吨，可延长

矿井服务年限 24 年左右。 

5．人员安排。利用任楼煤矿现有人员，并在现有人员基础上减

员提效。 

6．预期收益。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任楼煤矿深部项目预计

总投资 14.39 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17.98%，投资回收期

8.28年。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目的和意义 

（1）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定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做强做大煤炭主业，辅以资源综合利用，全

面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发展战略。 

（2）增加公司后备煤炭资源 



煤炭企业后备煤炭资源储备数量决定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

拟收购资源基本情况如下： 

探矿权名称 保有资源量（万吨） 可采储量（万吨） 

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 9335.8 6367.2 

合计 9335.8 6367.2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增加保有资源储量 9335.8 万吨，新增

可采储量 6367.2 万吨，将提高公司的资源储备水平，保障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 

（3）保证矿井生产接续，稳定矿井产能，延长矿井服务年限 

本次收购完成后，任楼煤矿深部资源将作为公司任楼煤矿接替资

源进行统一整合开发，有效保障任楼煤矿的正常生产接续，稳定矿井

现有产能，延长两对矿井的服务年限。 

（4）避免与控股股东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取得控股股东拥有的任楼煤矿深部资源

探矿权，避免与控股股东未来产生同业竞争的可能，有助于进一步推

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任楼煤矿将获得一定的新增资源量，服务年限

也相应延长。公司将针对新获取的资源量对任楼煤矿进行资源整合和

进一步的技术改造，并向有关部门申请相关批复。届时，将有效延长

公司现有矿井服务年限，稳定公司盈利能力。 

依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任楼煤矿深部项目预计总投资 14.39

亿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17.98%，投资回收期 8.28 年。 

七、风险提示 

1.受原材料价格和煤炭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投资收益和开发效

益存在不确定性； 

2.深部资源开发利用存在行业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报备文件 

（一）关于收购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的合同 

（二）任楼煤矿深部资源探矿权权属证书 

（三）安徽省濉溪县任楼煤矿深部勘探（探矿权保留）探矿权评

估报告 

（四）资产评估机构的矿业权评估资质文件 

（五）任楼煤矿深部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及备案证明 

（六）恒源煤电任楼煤矿整合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