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2020-012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拟继续将矿井和选煤厂 

整体委托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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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同煤业”）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矿业公司”或“色连煤矿”）拟继续将“色连一号矿井”和

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遇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可抗力等原因，将对委托运营产生

实质性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 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2017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厂整体

委托运营，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的生产、技术、安全生产管

理整体委托给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永集团”）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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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安全、质量标准化管

理，所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修等委托由北京华

宇中选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运营管理。

2017 年 9 月 15 日色连煤矿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分别签署矿井整体

安全生产、选煤厂整体安全生产委托管理合同，合同期限至 2020年 9

月 15日。 

色连矿井及选煤厂采用委托运营模式期间，色连煤矿与汇永集团、

华宇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了矿井及选煤厂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有效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保证了矿井及选煤厂正常运营。现

色连煤矿拟继续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厂委托给汇永集团、华宇公司

运营并续签相关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胜区罕台镇色连村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投资；矿山设

备销售；投资咨询、矿业信息咨询服务；煤炭销售。 

矿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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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4,329,337,606.09 804,264,710.55 3,821,028.49 -143,461,323.85 

2018 4,126,035,643.47 604,456,868.46 575,573,942.04 -199,807,842.09 

2019 4,166,162,381.62 228,443,995.43 348,917,391.84 -376,012,873.03 

2020.1-3 4,094,863,331.87 213,035,130.1 64,426,265.12 -30,585,470.48 

矿业公司股东情况：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内蒙古鄂

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19%。 

（一）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 

1、 汇永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号 3号楼  

法定代表人： 鹿志发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月 4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专业承包；

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煤矿建设管理；

煤矿生产管理；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

动）；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

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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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永集团股东情况：北京永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北京英劲

泰和科技发展公司持股 15%、北京汇永国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10%。 

汇永集团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煤炭开采”，

配备煤矿专业资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及特殊岗位操作技术工

人。 

汇永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2,390,120,831.98 1,523,791,825.26 4,716,981.20 674,228,647.56 

2018 2,676,247,201.80 1,922,515,286.14 4,969,823.46 398,584,752.88 

2019 2,728,550,233.76 2,108,461,055.75 7,344,294.98 215,566,882.63 

2020.1-3 2,800,458,565.52 2,284,273,325.65 0 175,618,357.10 

2、 华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宇中选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7号(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苏日华 

注册资本：305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2年 1月 11日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

用工程（不含桥梁、燃气）监理甲级；选煤及煤炭加工工程的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煤炭行业的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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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物煤交易、储运活动）；维修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华宇公司已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华宇公司股东情况：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00%持

股。 

华宇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115,063,395.82 51,055,588.01 110,706,231.86 5,840,059.32 

2018 107,904,202.73 58,161,526.74 146,918,281.08 7,105,938.73 

2019 110,177,859.35 61,070,809.72 133,855,491.39 2,909,282.96 

2020.1-3 109,536,760.18 59,870,013.43 19,029,351.39 -1,200,796.29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别为委托运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色连一号矿井及

配套选煤厂。 

（二） 色连一号矿井及配套选煤厂基本情况 

矿业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注册成立，配套建设相同规模选煤

厂。矿业公司于 2008年 8 月 1 日注册成立，2009年 10月开工建设，

2014 年 7 月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2019 年 9 月 7 日取得竣工验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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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2020年 3完成生产要素公示。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在确保股东资产所有权不变、产权关系不变、矿业公司

主体责任不变、拥有对重大事项决策权不变的原则下，矿业公司将色

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工作整体委托汇永集团实施管理,并与汇永集团

续签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管理合同。 

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汇永集团 

2、托管范围：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对色连一号矿井井上、井

下安全生产相关范围及区域内的全部资产、安全生产系统及汇永集团

办公生活区域实施全过程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含安装与回撤）、

开拓掘进、工作面至溢流煤塔（含溢流煤塔）的煤流系统、辅助运输

系统、矿井“一通三防”系统（含地面主扇、制氮、灌浆）、供水系统、

压风系统、排水系统、供电系统（井上下）、地测、钻探、防治水、雨

季三防、副井口管理和现场安全等管理工作，具体范围包括：采煤、

掘进、主运输、辅助运输、一通三防、监测监控、地质测量及地质防

治水、供电、给排水、供液、井下冬季供暖、安全及设施管理、技术

管理等。 

3、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整体托管色连一号矿井。

汇永集团对受矿业公司委托管理范围内的色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相关

工作实施全权管理。 

矿业公司负责审批汇永集团提报的年度各项计划，并下达各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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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指标，汇永集团负责完成。 

4、托管单价组成 

托管单价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材料配件费用、托管范围内员工工资

及福利附加费、巷道掘进费用、生产过程中除大修外托管范围内的中

小型的所有设备修理费用、日常安全生产标准化日常费用、物业费用、

车辆费用、税金、其它支出等。 

5、专项基金提取办法及使用范围 

汇永集团负责编制年度安全基金计划、维简费计划、大修计划，

报矿业公司审批。其中安全基金、新增资产、设备购置、设备大修、

井巷大修、设备更新、矿井开拓延伸相关工程费用及配套风水电管路

线路和相关设施费用、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环境保护等费用、

用于矿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塌陷区治理及补偿费

用由矿业公司承担。 

6、计划指标确定基础、托管单价 

双方协商议定安全托管标准，原煤产量、掘进计划、煤质等生产

指标，机电管理基础指标。初步测算，原煤托管单价为 52 元/吨（含

税），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若后续地质条件发生变化，双方另

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7、计量、考核、结算及支付方式 

双方以原煤产量进行计量，生产运营费用按月结算，托管费用=

原煤结算量×综合单价（原煤托管单价），托管费用按月支付。 

8、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矿业公司拥有煤矿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煤矿经营权、拥有主体

管理权，汇永集团对井上、井下托管范围内资产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前



 8 

提下，双方对各自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 

9、安全及管理 

在托管运营期间，汇永集团对托管范围内安全生产管理负责，出

现重特大事故，按事故追查结果及责任划分，双方承担各自的责任。 

10、托管期限 

生产运营托管期限初步定为三年。在托管期内，各项托管计划指

标一年一定。依据下一年度的生产条件，双方协商、测定下一年度各

项托管计划指标，双方签字后执行。 

11、在托管期内，汇永集团不得将托管内容对外转包。 

（二）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整体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运营交由华宇公司负责，并与华

宇公司签署选煤厂整体承包生产运营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华宇公司 

2、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安

全、质量标准化管理，所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

修等整体运营全部交由华宇公司负责。 

3、托管范围：从落煤塔（不含落煤塔）以下开始至产品装车、矸

石及煤泥外排为止、以及外来煤系统，该范围内的洗选生产组织、安

全技术管理、设备维护修理、文明卫生等全部方面。 

4、生产运营承包期限 

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项目生产运营承包期初步定为三年。在安全

生产委托管理内，各项年度考核指标一年一定。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矿业公司负责根据原煤煤种、煤质和产品的销售情况，向华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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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达生产任务和质量控制指标，并对华宇公司进行考核；华宇公司

负责组织管理和生产人员从事选煤厂的生产、管理、维修、服务工作，

并按质、按量、按期完成生产任务，双方约定各自权利和义务。 

5、托管费用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初步测算，综合单价定为 4.13元/吨原煤，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协议

为准。托管费用=双方确认的结算量×综合单价；托管费用按月结算，

按月支付。若后续条件发生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6、安全生产委托管理考核 

双方对生产指标、指标考核、煤质指标、安全目标、机电管理指标、

环保、节能指标进行约定。 

7、劳动定员及管理 

华宇公司应严格按照承诺的劳动力情况配备项目管理班子，根据生

产实际需要确定选煤厂劳动定员。 

8、安全、环保及质量标准化管理 

安全责任界定：在托管期间，华宇公司对托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

主体责任。对于非华宇公司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由责任方负责。 

6、转包与分包 

本托管不得转包，华宇公司的部分工作分包时，必须征得矿业公司

同意。 

（三）该事项由色连煤矿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委托运营相关事宜，

包括不限于：在维护色连煤矿利益的前提下，经与汇永、华宇沟通协

商，对委托运营协议如托管单价、托管期限等具体条款予以修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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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善。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矿业公司将矿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通过引进具有煤矿管理先

进理念及成功范例且具备专业资质的团队，建立合作管理关系，采用

先进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保证安全生产，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资

产的保值增值。   

 2、实施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模式后，矿业公司预计可大

幅降低成本；矿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期间，通过煤炭销售可以保证现

金流，实现银行贷款置换并逐年归还欠款；可以逐步改进、提升矿井

安全生产管理技术，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拓展煤炭销售渠道，提高公

司经济效益。 

六、交易履行的风险分析 

1、由于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及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的风险 

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出台相应的煤炭行业干预调控政

策，将给矿业公司委托运营事项带来一定的政策性风险；由于自然灾

害、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矿业公司的业务经营。针对上述

情况，交易双方可协商解除或变更合同。 

2、安全生产风险 

为明确各自管理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实现安全生产管理

目标，矿业公司将分别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就安全生产管理事项协

商达成一致，签订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协议书，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

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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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健康发展。 

七、备查文件 

（一）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