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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32

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

1,000.00万

港元

100.00% 冶金原材料产品进出口贸易、金融投资

33 中钢新加坡有限公司

150.00万新

元

100.00%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业务

34 中钢德国有限公司 89.00万欧元 100.00%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业务

35 中钢南非有限公司

1,000.00兰

特

100.00% 冶金市场开拓；进出口贸易业务

36 中钢钢铁有限公司

12,663.12万

元

100.00% 钢材（坯）国际国内贸易

37

中钢集团烟台钢格板

有限公司

129.11万美

元

100.00% 加工压焊钢格板生产与销售

38

中钢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

37,363.3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39

中钢集团天津有限公

司

40,045.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0

中钢集团深圳有限公

司

16,812.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1

中钢集团四川有限公

司

10,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2

中钢集团新疆有限公

司

7,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3

中钢集团山西有限公

司

10,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4

中钢集团辽宁有限公

司

8,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5

中钢集团沈阳有限公

司

7,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6

中钢集团北方金属资

源有限公司

16,5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7

中钢集团安徽有限公

司

7,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8

中钢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

7,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49

中钢集团广东有限公

司

7,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50

中钢集团湖南有限公

司

6,000.00万

元

100.00% 黑色与有色金属原料及制品国际国内贸易

51

中钢上海钢材加工有

限公司

8,904.30万

元

55.00% 金属制品加工

52 中钢期货有限公司

28,000.00万

元

98.00% 国内商品期货代理，期货咨询、培训

53

中钢招标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0万

元

100.00%

国内外货物采购招标代理；招标项下合同的

进出口业务；工程建设招标业务

54

中钢集团金信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万

元

100.00%

钢铁行业各类项目评估、咨询及由此衍生的

其它业务

五、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中钢制品工程、中钢热能院、冶金矿业和中钢股

份。 其中，中钢制品工程和中钢热能院为中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冶金矿业为中钢股份控股股东中钢集团出资

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六、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情况以及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中钢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中钢制品工

程、 中钢热能院为中钢股份全资子公司， 冶金矿业为中钢股份控股股东中钢集团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

本次交易前，中钢股份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姜宝才、王云琪；中钢股份子公司中钢马矿院向上市公司推荐

董事虞夏。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七、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被立案调

查的情况，也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四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中钢制品院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郑州高新开发区科学大道70号

法定代表人：毛海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5,37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0年12月12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99000000091

组织机构代码号：41580216-0

税务登记证号码：410102415802160

经营范围：金属制品及机械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质量检测；期刊发行；广告经营；工程咨询及技

术服务；金属材料、矿产品销售；从事技术、货物的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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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钢制品院的历史沿革

1、1990年公司设立

1990年8月3日，冶金工业部人事司作出（90）冶人编字第264号《关于同意金属制品研究院办理营业登

记注册的批复》，同意金属制品院实行企业化管理，并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

1990年9月8日，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作出豫科条字[1990]56号《关于同意冶金工业部金属制品研究院

从事经营活动办理营业登记注册的批复》，同意冶金工业部金属制品研究院从事经营活动。 经营活动范围以

金属制品的材料、工艺、设备等方面的科研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检验测

试、工程设计和新产品的研制销售为主。

1990年12月3日，河南省冶金建材工业厅、财政部驻河南省财政厅出具《资信证明》，载明冶金部金属制

品研究院（企业法人）的登记注册资金，由冶金工业部投入人民币（大写）伍佰贰拾玖万元，作为该企业的注

册资金，并对上述注册资金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1990年12月12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注册号为16995216-2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1999年公司转制进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1999年4月20日，科学技术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

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教育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

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发 《关于印发<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内贸局、煤炭局、机械局、冶金局、石化局、轻工局、纺织局、建材局、烟草局、

有色金属局等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实施意见如下：242个科研机构按照实现

产业化的总体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

为技术服务与中介机构等。

1999年5月20日，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国科发政字[1999]197号《关于印发国家经贸委

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的通知》，确定国家冶金工业局19个科研机构转制方案，其中金属

制品研究院进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

3、2002年名称变更

2002年6月3日，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作出中钢投[2002]140号《关于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冶金工业部金属制品研究院名称变更为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

2002年6月24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郑工商）名称预核内字[2002]238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

2002年6月25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豫工商）名称预核内字[2002]第03394号《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同意预先核准的企业名称为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

2002年7月1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注册号为4100001000137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2008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2月31日，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证评报字[2007]第032-28号《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拟重组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并上市项目涉及下属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资产评估报告书》， 载明截至

2007年3月31日，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经审计后的总资产账面值为19,674.83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19,674.83万元、评估价值22,533.21万元、增值幅度为14.53%；总负债的账面值为14,254.48万元、调整后账面

值为14,254.48万元、评估价值14,254.48万元；净资产的账面值为5,420.35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5,420.35万

元、评估值8,278.73万元、增值幅度为52.73%。

2008年2月2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国资产权[2008]196号《关于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

司（筹）国有股权管理及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股权变动有关问题的批复》，1、同意中钢集

团联合中钢资产发起设立中钢股份（筹）；2、根据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后的

净资产为860,223.14万元， 同意将评估后的净资产按65.6%比例折为股本， 计564,300万股 （占总股本的

99%），由中钢集团持有，未折入股本的295,933.14万元计入中钢股份的资本公积。 中钢资产以现金8,689.22

万元出资，按65.6%比例折为股本，计5,700万股（占总股本的1%），未折入股本的2,989.22万元计入股份公司

的资本公积；3、中钢股份设立后，原由中钢集团持有的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448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29.14%），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4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3.33%，中钢集

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24,827.76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8.29%）变更为中钢股份持有。

2008年3月7日， 中钢集团作出中钢企 [2008]57号 《关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改制方案的批

复》，同意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改制方案；根据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净资产值，核准中钢集团郑

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改制方案注册资本为8,278万元，股东为中钢集团，持股比例100%。

2008年3月18日，河南鑫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豫鑫会验字（2008）第03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

2008年3月17日止，中钢制品院已收到中钢集团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8,278万元，于2007年12月31日

经北京中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证评报字[2007]第032-2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后的净资产为8,

278.73万元，中钢集团认缴人民币8,278万元，占改制后注册资本的100%，剩余0.73万元转入资本公积。

5、2008年股东变更

2008年3月24日，中钢集团作出中钢企[2008]91号《关于股东变更的批复》，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08]196号文批准，中钢集团将所持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作

为出资投入中钢股份。 变更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中

钢股份为出资人，公司注册资本为8,278万元。

2008年3月25日，郑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注册号为41019900000009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8年3月27日，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发（郑工商） 名称变核高新内字

[2008]第4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次作价出资后，中钢制品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中钢股份 8,278 100%

6、2015年公司分立

2015年5月7日，中钢股份作出《关于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分立等事宜的批复》，原则

同意公司的存续分立方案。

2015年5月7日，中钢制品院股东中钢股份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公司进行存续分立，分立为中钢集团郑州

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分立后，中钢制品院的注册资本为5,

370万元，中钢制品工程的注册资本为2,908万元。

2015年5月9日，中钢制品院在《河南日报》上发布了分立公告。

2015年6月16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中联评报字[2015]第655号《资产评估报告》，对中钢

制品工程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了评估。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中钢制品工程截至2014年12月31

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685.92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中钢集团备案。

2015年6月，中钢股份、中钢制品院和中钢制品工程（筹）签署了《分立协议》。

2015年6月26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准了中钢制品院本次分立的工商变

更登记。

本次分立后，中钢制品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中钢股份 5,370 100%

7、2015年股东变更

2015年8月19日，中钢股份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以所持经评估后的中钢制品院100%股权对中钢制品工程

增资。 增资完成后，中钢制品院股东由中钢股份变更为中钢制品工程。

2015年8月26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中联评报字[2015]第1067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5年6月30日，中钢制品院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按收益法评估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27,073.57万元。

2015年8月31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中钢制品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中钢制品工程 5,370 100%

（三）中钢制品院的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的股东为中钢制品工程，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中钢集团，具体控制关系如下图：

（四）中钢制品院的子公司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奥赛公司和奥威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广州市奥赛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广州市奥赛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石岗东村金达路1号

成立日期 2003年4月23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261101122

注册资本 人民币24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毛海波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和销售；金属材料（不含贵金

属）的销售以及金属制品的加工和技术服务

（2）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奥赛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8月31日/2015

年1-8月

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4,428.07 4,422.37 3,902.91

负债总额 2,867.41 3,176.28 3,116.4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560.66 1,246.09 786.43

营业收入 3,354.79 6,328.68 6,100.04

利润总额 346.66 540.79 620.94

净利润 314.57 459.65 523.4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中钢集团郑州奥威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中钢集团郑州奥威钢线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郑州高新开发区科学大道70号

成立日期 2009年5月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199000005934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毛海波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特殊钢线的设计、研究、生产、销售及工程应用技术服务（法律法规禁

止经营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主要财务数据

报告期内，奥威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2015

年1-3月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

度

资产总额 3,508.35 3,219.15 2,616.81

负债总额 2,179.32 2,073.05 1,545.5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1,329.04 1,146.10 1,071.30

营业收入 3,099.92 5,451.14 3,867.98

利润总额 259.71 540.79 88.43

净利润 182.93 459.65 65.2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中钢制品院的业务和技术

1、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中钢制品院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金属制品、军工及不锈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质检及信息技术的服务等业

务。 中钢制品院的主要产品包括：

（1）弹簧钢丝：由SAE9254、55CrSi等优质低合金盘圆经表面处理、拉拔及热处理加工制成，主要用于汽

车、摩托车和机械制造业，应用于制造发动机的气门弹簧、减震弹簧和离合器弹簧等产品。

（2）特种丝绳：由特种合金经表面处理、拉拔、热处理、捻股合绳加工制成，主要用于军工、以神舟号系列

航天飞船为代表的航空、航天等领域。

（3）异型钢丝：由SAE9254、55CrSi、8Cr17Mo等优质低合金盘圆经表面处理、拉拔、轧制及热处理加工

制成，主要用于模具开模、制簧、压力机嵌和成型、活塞环制造等。

（4）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服务：主要包括为金属制品、有色冶炼、交通运输、公路航空航天、邮电通讯、煤炭

等行业进行质检服务。

2、运营模式

（1）公司采购模式

中钢制品院制定了完善的采购流程，用以有效控制包括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等物资的采购活动，确保物资

及时供应，为中钢制品院的生产经营提供可靠保证。 采购流程如下：

（2）公司生产模式

为提高生产效率，中钢制品院实行“分级授权、权责统一、逐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中钢制品院的生产管理

由各经营实体负责。 各经营实体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经济独立核算。 按GB/T19001体系要求，中钢制品院在

接到顾客需求时，首先将进行合同评审，评审结果同顾客沟通，取得一致意见后以书面形式通知生产、技术、质

量、采购等相关部门，进行生产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为规范生产和保证服务质量，中钢制品院制定了一系列相

关制度，包括《与顾客有关过程控制程序》、《生产和服务提供控制程序及客户供应商管理办法》和《存货管

理办法》等。 中钢制品院生产部门对质量监督、工艺考核、质量测试等工作均制定有严格的规范文件，最大程

度保障公司生产。

（3）公司销售模式

中钢制品院的各经营实体负责产品销售，主要为直销模式，重点实行大客户战略和品牌战略。 中钢制品

院的销售人员均具备专业技术背景，能充分了解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及技术指标。 公司各经营实体拥有独立的

经营自主权，能迅速对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和决策，调整产销计划，保证中钢制品院的运营效率。

3、销售情况

（1）报告期主要产品和业务的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弹簧钢丝 10,268 17,984 17,663

军工及不锈丝绳 1,161 2,085 2,131

异型钢丝 3,951 6,647 4,770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

服务

4,303 6,638 534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中钢制品院主要产品中，弹簧钢丝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17,000 25,000 25,000

产量（吨） 11,558 18,303 19,213

销量（吨） 10,990 18,439 18,047

产销率 95% 101% 94%

产能利用率 68% 73% 7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钢制品院主要产品中，特种丝绳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1,700 2,500 2,500

产量（吨） 409 680 876

销量（吨） 399 698 759

产销率 96% 103% 87%

产能利用率 24% 27% 3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钢制品院主要产品中，异型钢丝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5,000 7,500 7,500

产量（吨） 3,879 7,237 5,533

销量（吨） 3,683 6,853 5,257

产销率 95% 95% 95%

产能利用率 76% 96% 74%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技术情况

中钢制品院一直注重技术创新，除已取得的相关技术专利以外，中钢制品院还掌握有以下行业关键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 所处阶段

1

无酸性表面处理

技术

取代传统的化学方法，制造过程清洁、环保、高

效

成熟

2

在线电解磷化技

术

磷化均匀、致密，无废液，废渣排放减少90%以

上

成熟

3 钢丝剥皮技术 能有效清除钢丝表面缺陷，大幅提高疲劳寿命 成熟

4 钢丝探伤技术 能准确探测出钢丝表面缺陷，并在线标示 成熟

5

复杂断面异形钢

丝成型技术

复杂断面异形钢丝能够精确成型 成熟

6

压实股钢丝绳制

造技术

能够大幅提高钢丝绳总破断拉力并延长钢丝绳

使用寿命

成熟

7

钢丝绳无损探伤

检测

能够在不损伤钢丝绳前提下， 检测出钢丝绳现

状并预判钢丝绳使用寿命

成熟

5、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标准

中钢制品院历来注重树立与维护自身市场和品牌形象，通过严格执行质量标准，有效落实质量控制措施

等手段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体系。中钢制品院产品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GB/T18983-2003油淬火

- 回 火 弹 簧 钢 丝 》、《GB/T4357-2009 碳 素 弹 簧 钢 丝 》、《GB/T24588-2009 不 锈 弹 簧 钢 丝 》、

《GB/T9944-2002不锈钢丝绳》、《GB/T5953-2009冷镦钢丝》、《YB/T4295-2012承压机械设备缠绕用扁

钢丝》、《YB/T5183-2006汽车内燃机软轴用异型钢丝》执行。

（2）质量控制措施

中钢制品院通过制定完整的质量控制制度和严格落实质量控制措施确保产品质量达到相关国家和行业

标准的规定。 中钢制品院的主要质量控制措施包括：

A、制定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对采购产品、过程产品、最终产品的监视和测量进行了相关规定；

B、制定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对不合格品的管理做出了规定；

C、制定生产过程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

D、制定产品生产的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6、安全生产情况

结合安全标准化建设，中钢制品院设有生产管理部，并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和，其中包括《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安全教育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设备设施管理制度》、《职

工安全守则》、《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和相关生产岗位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同

时，中钢制品院定期组织全体员工培训，狠抓制度的落实，力求形成一种长效安全机制。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落实，中钢制品院严格按照“抓生产首先抓安全、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

则，由院长、副院长与各部门部长，各部门实体负责人与各班组长等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真正把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到人。 每年年底， 由生产管理部对各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执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

予表彰奖励和通报批评或处罚。

7、环境保护情况

（1）环保制度

中钢制品院历来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并设有专门的生产管理部负责环保事务。 近年来，中钢制品院

不断加强环保制度建设，制定了《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管理办法》、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污染防治管理制度》等完整的环保制度体系及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此外，中钢制

品院还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明确各层级承担的环保责任，权责分明，层层落实。

中钢制品院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及环保部门的各项规定进行生产，落实环境保护制度的各项要求，并

严格遵循相关污染排放要求，实现所有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2）生产中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置情况

中钢制品院的废水主要为钢丝表面处理产生的酸洗废水和生活污水。 酸洗废水占到废水总量的60%左

右， 全部在表面处理工序产生。 酸洗废水的主要污染物为pH、COD、SS和硫酸盐，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SS、石油类和氨氮。 酸洗废水通过废水处理站中和处理后，80%返回钢材表面冲洗工序，20%达标排放。

生活污水由地埋式污水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外排。

中钢制品院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钢材表面处理产生的酸雾和热处理工序产生的油烟。 酸雾全部在酸洗工

序产生。 热处理油烟的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在油淬火工序产生。 酸雾通过引风收集、水吸收、净化塔净

化处理，然后通过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热处理油烟经过专门的油烟收集净化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

中钢制品院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磷化渣、酸洗废渣、废水处理站污泥、油泥、废边角余料、包装袋和生活

垃圾等。 废边角余料、废包装袋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属于一般固废，存储到一定量时出售给废旧物资回收公司

处理。废水站污泥在废水中和沉淀处理中产生，属于一般固废，全部用于水泥填料循环利用。 中钢制品院产生

的生活垃圾由高新区环卫部门统一定期清运。 酸洗废渣、磷化渣、油泥属于危险固废，在厂区内危废暂存库临

时存放，年底交由专业的固体废物处理公司处理，并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

（3）环保设施情况

报告期内，中钢制品院环保设备完备，对废弃物均达标处理。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钢制品院主要环保

设施情况如下：

处理污染物类别 主要环保设施 设施数量

废气

酸雾净化塔 1

油烟收集净化系统 3

废水 废水处理站 1

废渣

固废收集池 6

危废暂存库 1

（4）环保费用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环保设施投入 15 25 21

环保运行费用 130 220 196

合计 145 245 21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中钢制品院及子公司所获资质及认证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中钢制品院及子公司所获得的资质及认证如下：

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中钢制品院现持有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证书编号为GF201341000099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2013年10月23日，有效期三年。 奥赛公

司现持有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广东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证书编号为

GF201444000048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时间为2014年10月9日，有效期三年。

2、生产经营资质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主要的生产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批准/发证部门 到期日

1

《军工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

中联认证中心 2017.12.28

2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国防科工局 2017.11.19

3 《二级保密资格单位证书》

国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

和保密资格审查认证委员会

2018.5.9

4 《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

2017.11.14

5 《资质认定授权证书》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

2017.11.14

6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证书》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5.11.18

7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

证书》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15.12.10

8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2018.08.13

3、其他证书

除上述生产经营资质外，中钢制品院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期刊出版许可证》和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广告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分别至2018年12月31日和2017年04月30日。

（七）中钢制品院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钢制品院的主要资产（合并报表口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4,506.53 13.34%

应收票据 2,100.81 6.22%

应收账款 8,315.64 24.62%

预付款项 1,715.28 5.08%

其他应收款 501.43 1.48%

存货 5,359.10 15.87%

其他流动资产 33.57 0.10%

流动资产合计 22,532.37 66.71%

固定资产 7,704.92 22.81%

在建工程 319.85 0.95%

无形资产 2,887.09 8.55%

商誉 78.19 0.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5.78 0.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245.83 33.29%

资产总计 33,778.20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固定资产

（1）房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自有房产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权证号 所有者 建筑面积（㎡） 地址 规划用途

1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297号

中钢制品院 3,252.04 化工路26号 工业

2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298号

中钢制品院 835.33 化工路26号 工业

3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299号

中钢制品院 5,910.74 化工路26号 工业

4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300号

中钢制品院 5,245.26 化工路26号 工业

5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301号

中钢制品院 3,597.60 化工路26号 工业

6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302号

中钢制品院 339.64 化工路26号 工业

7

郑房权证高开字第

20080303号

中钢制品院 5,009.55 化工路26号 工业

2、无形资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专利技术及商标，具体信息如下：

（1）土地使用权

中钢制品院于2004年11月19日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与国土资源分局签订了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郑国土高新分（2004）第040号），高新区国土分局出让位于郑州高新区怡红

路以东、化工路以北、碧桃路以西的使用权面积为69,924.32平方米的土地给中钢制品院，土地用途为科研用

地，出让年限为自签订合同之日起50年。 该土地的使用权证正在办理中。

（2）知识产权

A、专利技术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专利权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1 中钢制品院

马氏体不锈钢钢丝

加工用涂层

发明 ZL201110039948.4 2011.02.18

2 中钢制品院

接触网零部件补偿

用锻打钢丝绳

实用新型 ZL201020544220.8 2010.09.21

3 中钢制品院

多规格钢丝索氏体

化水淬火热处理设

备

实用新型 ZL201220213797.X 2012.05.17

4 中钢制品院 钢丝剥皮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220226470.6 2012.05.21

5 中钢制品院

便携式煤矿窄轨车

辆连接器测定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220339369.1 2012.07.13

6 中钢制品院

三向机械弯曲祛氧

化皮设备

实用新型 ZL201220339368.7 2012.07.13

7 中钢制品院

拉丝润滑剂搅拌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220462204.3 2012.09.12

8 中钢制品院

淬火油清理及分离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498208.6 2014.09.01

9 奥威公司

扁钢丝轧制开裂在

线检测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120322375.1 2011.08.31

10 奥赛公司

一种新型高强度耐

疲劳无脱碳合金弹

簧钢及其钢丝制备

方法

发明 ZL201010102577.5 2010.01.25

11 奥赛公司

一种汽车悬架用弹

簧钢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发明 ZL201210101849.9 2012.04.09

12 奥赛公司

油淬火回火弹簧钢

丝圈径在线控制器

实用新型 ZL201020224062.8 2010.06.05

13 奥赛公司

钢丝油淬火回火工

艺智能控制器

实用新型 ZL201020224061.3 2010.06.05

14 奥赛公司 工字轮翻转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020224049.2 2010.06.05

15 奥赛公司

控制钢丝磷化膜厚

度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020224063.2 2010.06.05

16 奥赛公司 一种滑动轴承 实用新型 ZL201020224056.2 2010.06.05

17 奥赛公司

弹簧钢丝在线探伤

检测定位控制器

实用新型 ZL201220257415.3 2012.06.04

18 奥赛公司

一种辊拉模用硬质

合金镶套轧辊

实用新型 ZL201220257447.3 2012.06.04

19 奥赛公司

弹簧钢丝线径在线

检测超差报警控制

器

实用新型 ZL201320312883.0 2013.06.03

20 奥赛公司 一种弹簧钢剥皮模 实用新型 ZL201320313792.9 2013.06.03

21 奥赛公司

一种钢丝酸洗磷化

废水处理系统自动

控制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313766.6 2013.06.03

22 奥赛公司

一种辊拉模用硬质

合金轧辊

实用新型 ZL201320312938.8 2013.06.03

23 奥赛公司

一种自排污滑动轴

承

实用新型 ZL201320312937.3 2013.06.03

B、商标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商标基本情况如下：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钢制品院合并范围内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4、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钢制品院的主要负债（合并报表口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元） 占比

短期借款 5,000.00 27.20%

应付票据 3,950.00 21.49%

应付账款 1,867.78 10.16%

预收款项 2,444.49 13.30%

应付职工薪酬 1,828.05 9.94%

应交税费 569.02 3.10%

其他应付款 1,465.54 7.97%

流动负债合计 17,124.88 93.16%

递延收益 1,257.67 6.8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57.67 6.84%

负债总计 18,382.55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交易标的产权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拟转让中钢制品院100%股权的股东合法拥有标的公司的完整权利，拟转让的股权

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中钢制品院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

续的情况。

6、交易标的涉及被立案侦查或立案调查或受行政、刑事处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中钢制品院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亦未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八）中钢制品院最近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报告期内，中钢制品院的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8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33,778.20 29,175.36 29,492.54

负债总额 18,382.55 16,313.78 19,324.8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15,395.65 12,861.58 10,167.66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19,785.68 33,967.71 32,096.06

利润总额 3,222.68 2,999.59 2,216.0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2,685.87 2,686.44 1,848.5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九）中钢制品院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涉及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最近三年，中钢制品院的估值情况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事由 时间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 估值

1 分立 2015.6 - - - - 21,450.47

2 股权增资 2015.8 中钢股份

中钢制品

工程

100.00% 27,073.57 27,073.57

二、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一）中唯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鞍山市千山区衡业街7号

法定代表人：张功多

注册资本：人民币3,4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8年10月1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210381009134681

组织机构代码号：70152934-5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鞍字201302701529345号

经营范围：9-芴酮、9,9-双（4-氨基苯基）芴、双酚芴的研发、生产、销售；冶金专用仪器仪表及备件的研

发、生产、销售；试验焦炉工程化的研发、设计、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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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中唯公司的历史沿革

1、1998年公司成立

1998年8月7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出具《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根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评估意见，同意以中钢热能院为依托，建设炼焦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目，管理体制上，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有限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8年8月19日，国家冶金工业局出具《国家冶金工业局转发<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炼焦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的通知》， 同意以中钢热能院为依托建设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1998年10月16日， 中唯公司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3,400万元， 股东为中钢热能院， 中唯公司领取了

210381009134681号营业执照。

2、2015年业务重组

2015年6月26日， 中钢热能院向中钢股份报送《关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请

示》（热能发〔2015〕11号），申请以中唯公司为平台，通过资产协议转让的方式，根据转让基准日2014年12

月31日的审计数据为基础，对芴酮系列功能材料业务及冶金自动化仪器仪表业务进行整合，并剥离中唯公司

其余业务至中钢热能院。 2015年7月27日，中钢股份下发《关于中钢热能院与中唯公司资产转让事宜的批复》

（中钢股份企函[2015]42号），同意中钢热能院与中唯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2015年7月30日，中钢热能院与中

唯公司签订《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唯炼焦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之资产转

让协议》， 约定本次中钢热能院与中唯公司资产重组的转让价格以经审计的转让基准日重组资产的审计值，

以及交割基准日为7月31日。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上述中钢热能院与中唯公司资产重组已经全部完成。

除上述资产重组外，中唯公司自设立之日起，未发生任何股东、股本的变化事项。

（三）中唯公司的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唯公司的股东为中钢热能院，其实际控制人为中钢集团，具体控制关系如下图：

（四）中唯公司的子公司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唯公司无对外投资的子公司。

（五）中唯公司的业务和技术

1、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中唯公司主要从事芴系功能材料的芴酮业务及冶金自动化业务。 中唯公司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1）芴酮业务产品

A、9-芴酮：主要用于合成合成的含芴结构光学树脂材料，具有良好的光学特性和成型性，耐热性能好，透

明度高、折射率高等特点，应用于手机及数码相机镜头、液晶显示器用膜、行车记录仪探头等光电子材料；

B、双酚芴：常用作聚酯、聚碳酸酯及环氧树脂的改性剂，用它制成的聚合体叫做Cardo聚合体。 由于双酚

芴结构独特，则可用于耐热材料、分离膜及光学材料等。双酚芴制备的双酚芴环氧树脂，目前已应用于覆铜板、

环氧塑封料（EMC）、航空航天材料等产品中；

C、双胺芴：具有较好的光学性质和半导体性质，是性能优异的空穴传输材料，也是合成聚芴类和聚亚酰

胺类材料的重要中间体。

（2）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

A、实验焦炉系列

a、大型试验焦炉：分200公斤、300公斤、400公斤三种规模，为焦化企业从事炼焦煤特性评价和配煤炼焦

试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试验手段，从规模、技术性能和试验数据方面对比，与生产焦炉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对

炼焦生产的指导意义更加科学化、合理化；是在分析、比较和总结国内外各种类型焦炉的基础上自主开发、设

计而成，克服了国内小型试验焦炉的不足之处，吸收了国外大型试验焦炉的优点，是目前国内理想的新一代

试验焦炉；

b、中小型试验焦炉：分40公斤、70公斤、100公斤三种规模，分为底开门升降式和侧开门推拉式，炭化室由

炭化硅砖砌成，试验焦炉采用程序控温加热，有良好的工作界面，可按要求设定加热速度。 控制系统分计算机

控制和PLC控制，按照客户要求选择。上位机管理控制系统采用嵌入式工业控制触摸屏计算机，下位机控制系

统采用德国西门子PLC对炉墙的温度进行闭环PID控制并对焦饼中心、炉顶空间温度进行检测。

B、试验焦炉配套焦炭检测装置

a、焦炭及烧结矿机械强度测定转鼓：又叫米库姆转鼓，是用于测定焦炭机械强度、焦炭试样的专用设备；

测试时将焦炭按量放入鼓内，转鼓按要求不停地转动，使焦炭与鼓壁之间相互产生撞击、磨擦，使焦炭沿裂纹

破裂以及表面被磨损，达到测定抗碎强度和耐磨强度；

b、JXS-5型焦炭筛分组成机械筛：用于焦炭机械强度测定的筛分，装有时间续电器，电器控制，使筛内试

样得准确的定时筛分，可消除手筛操作人为误差。

C、煤质分析检测设备

a、智能型全自动胶质层测定仪和胶质层指数测定仪：用于烟煤胶质层指数（胶质层最大厚度、最终收缩

度和体积曲线类型等三种指标）的专用仪器，符合GB/T479-2000《烟煤胶质层指数测定方法》的要求；

b、粘结指数测定仪：用于测定烟煤粘结指数的专用仪器，由转鼓试验装置、压样器、转鼓自动控制记数器

和机械搅拌等组成。 仪器设计合理、性能可靠、记数准确，符合国家标准GB5447的技术要求；

c、自动奥亚膨胀度测定仪：应用于指导炼焦配煤和焦炭质量预测中测试煤的奥亚膨胀度；奥亚膨胀度是

煤的膨胀度测定中的一种常用方法， 膨胀度是以煤样干馏时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的程度表征煤的塑性和胶

质体不透气性指标，它和煤的岩相组成有密切关系。

D、焦炭检测装置

a、 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定装置： 用于高炉炼铁所用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的测定， 符合

GB/T4000-2008标准操作要求，是GB/T1996-2003“冶金焦炭”中检测CRI、CSR指标的必备装置。 该装置

完全实现温度自动控制，气路自动切换以及所有气体漏气提示，并能自动控制所有气体的流量，显示和记录

所有气体流量曲线和温度控制曲线，装炉出炉自动控制，能自动生成试验报告并具有试验报告打印功能，同

时具有历史数据存储及查找等功能；

b、焦炭显气孔率测定仪：焦炭显气孔率是指块状焦炭中开气孔体积所占的比率.它反应了焦炭的燃烧性

能,是铸造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本仪器是测定铸造焦、冶金焦等焦炭显气孔率的专用仪器,性能完全符合

国家标准GB4511.1-2008。 整台仪器由真空干燥箱、真空泵、电热干燥箱和下挂钩天平等组成。

E、烧结杯试验装置：是根据工业生产需求条件，完全模拟烧结生产过程并可进行相关试验研究的综合试

验装置，使用杯状小型试验设备，模拟生产条件进行铁矿石烧结的试验。 试验包括原料的制备、烧结、成品处

理和检验以及技术指标计算等几个步骤。 世界上大部分高炉炼铁使用烧结矿作为炉料，但是烧结矿质量的改

进，烧结机产量的提高，无一不是在烧结杯试验的基础上获得的。 通过烧结杯试验，可进行烧结矿的固结机理

和数学模型的研究，来改进工艺提高烧结矿的产量和质量，也可通过烧结杯试验进行新原料、新工艺的研究。

烧结杯试验具有对生产的较好的模拟性，也可为设计部门提供可靠的依据。

F、铁矿石冶金性能综合测定仪：是测定铁矿石的高温还原性指数、铁矿石低温还原粉化指数、铁矿球团

相对自由膨胀指数等技术指标的专用仪器。 这三项指数是铁矿石冶炼的重要技术经济指标，通过此三项指标

测定来确定铁矿石的品质。

G、铁矿石高温荷重还原软熔滴落测定仪：是模拟高炉还原过程、测定含铁原料的开始软化、熔化及滴落

等高温性能的专用设备。

2、运营模式

（1）采购模式

中唯公司采用订货点采购模式，即预先确定一个订货周期和最高库存水准，定期采购。 中唯公司原材料

采购流程如下：

A、申报采购计划

在此环节，生产部门根据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及预先确定的订货周期及最高库存水准情况作出采购判断，

并申报物资采购计划；

B、生产部门审批

在此环节，生产部门主管领导对申报的物资采购计划进行核实审查，确认无误后签字；

C、物资部门审核

在此环节，物资部门首先核对物资采购计划，包括核查物资实际库存情况以及采购经费的落实，并对物资

采购计划签字确认，将批准后的物资采购计划回执交回发起采购的生产部门；

D、组织采购

在此环节，根据不同的采购商品，分不同的方式进行：

a、对于大宗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按合格供应商名录所提供的供应商组织采购，并由主管领导小组

负责监督；

b、燃料的采购由物资采购部门通过招标、竞价和定点等方式组织采购，生产部门主管及燃料使用部门负

责监督；

c、药品、备品备件和杂品等的采购由物资采购部门通过竞价、询价和定点的方式组织采购，主管领导小组

负责监督；

d、标准设备及外围加工设备的采购由物资采购部门和设备使用部门通过招标、竞价、询价和定点等方式

组织采购，主管领导小组负责监督。

E、验收入库

在此环节，采购商品送达库房后，由采购部门下达质量验收通知单，并分别由质管部门组织质量验收并下

达入库通知单，以及综合部门组织验收数量并入库，最终由综合部门组织办理资产建账、报账手续。

中唯公司采购计划制定和生产设备采购模式按照《中唯公司采购管理办法》进行，五万以下常规元件采

购由供应商报价、比价、议价后制定采购合同；超过五万以上的设备或者部件采购则通过正式的招标程序，对

设备性能、技术参数、所报价格及售后服务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后确定供应商，再制定采购合同。

（2）生产模式

中唯公司的芴酮业务、冶金自动化业务的生产模式属于以销定产，一般以销售部门作为生产过程的起点，

按订货合同制定生产计划， 组织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 中唯公司公司的生产管理部负责生产管理， 采用

ISO9001质量体系进行全面质量管理。

除上述基本生产模式外，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的生产还可分为软件生产和硬件生产，软件生产

直接承载着实验分析原理及其分析模型，由技术部门独立完成；硬件生产则承担了获取基础实验数据等配套

工作，仅保留决定核心性能的关键环节独立完成，其他生产环节通过定制采购和少量外协加工的方式完成。

A、软件生产：各产品所使用的软件均在产品设计开发时原创开发。 技术部负责软件开发的计划、组织和

实施完成，主要开发流程包括客户需求搜集、模块选取、集成编译、软件安装及测试验证等主要环节；

B、硬件生产：分为生产计划和生产执行两部分。 生产计划采取合同预测和安全库存的复合决策模式，生

产部门在每月下旬按照销售部门提供的次月销售计划，结合已签合同未发货情况、仓库库存情况和在制品情

况，综合考虑安全库存数量，确定下月的生产计划。 生产执行采取模块化分工方式，按照主要工序将关键环节

分为电子装配（电路板焊接、调试与老化）、核心部件装配（机械装配与电气装配）、整机集成调试（整机装配

与整机调试）和成品检验（出厂实验、出厂检验和包装）等四大模块，并通过科学配置各模块的生产达到整体

效率的优化。

（3）销售模式

中唯公司采用直销为主，代理为辅的销售模式，以国内市场采用直接销售；国外市场采用直接销售和间接

销售相结合的方式搭建销售渠道。

A、芴酮产品的销售模式

芴酮产品的营销战略是市场领先者战略，充分体现了“顾客第一、全面领先”的原则。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多集中在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区。 中唯公司芴酮产品客户比较集中，主要包括住友化学等，因此销售工作的重

点是在做好大客户销售的基础上，加强技术销售工作。

B、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销售模式

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在营销战略上贯穿“技术领先、差异竞争” 理念，以产品创造客户价值，以服务增加

客户粘性，在不同目标市场建立稳定的客户群，建立客户数据库，及时掌握和更新客户信息，发现和满足客户

需求。 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在销售渠道上采取直接销售为主，代理销售为辅的模式，直接销售对象主要是国

内市场各大钢厂、焦化厂等。 冶金自动化业务产品的销售过程是以销售人员为核心，凭借自身行业影响力，在

业内各个钢厂和焦化厂进行产品销售；中唯公司还设有专门的销售内勤，负责接听销售电话、冶金仪表备品

备件的销售等。 同时，市场销售人员必须懂得技术才能与客户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的

人员身兼销售业务人员，进行投标、商务洽谈等销售业务。

3、销售情况

（1）报告期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报告期内芴酮业务主要产品及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一、芴酮业务

9-芴酮 1,763 2,398 2,728

双酚芴 0 - -

二、冶金自动化业务

大型试验焦炉 - 788 386

冶金性能综合测定仪 - 108 43

烧结杯实验装置 - 83 73

40kg试验焦炉 51 63 56

胶质层测定仪 8 16 80

焦炭反应性装置 91 158 205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芴酮业务主要产品中，9-芴酮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467 700 500

产量（吨） 374 479 464

销量（吨） 331 406 424

产销率 88.54% 84.83% 91.27%

产能利用率 80.06% 68.41% 92.8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芴酮业务主要产品中，双酚芴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38 - -

产量（吨） 0 - -

销量（吨） 0 - -

产销率 15.00% - -

产能利用率 0.53% -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由于双酚芴及双胺芴属于芴酮业务新推出产品，目前正在商业推广阶段，双酚芴销量较小，双

胺芴目前尚未有任何销售。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大型试验焦炉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2.00 3.00 3.00

产量（吨） - 1.00 1.00

销量（吨） - 1.00 1.00

产销率 -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 33.33% 33.33%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冶金性能综合测定仪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7 10 10

产量（吨） - 5 3

销量（吨） - 5 3

产销率 -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 50.00% 5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烧结杯实验装置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套） 1 2 2

产量（套） - 1 1

销量（套） - 1 1

产销率 -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 50.00% 5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40kg试验焦炉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套） 9 18 18

产量（套） 6 4 5

销量（套） 3 4 5

产销率 50.00%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66.67% 22.22% 27.7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胶质层测定仪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套） 15 25 20

产量（套） 4 3 9

销量（套） 2 3 9

产销率 50.00%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26.67% 12.00% 45.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主要产品中，焦炭反应性装置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套） 23 40 40

产量（套） 13 17 22

销量（套） 8 17 22

产销率 61.54% 100.00% 100.00%

产能利用率 56.52% 42.50% 55.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技术情况

中唯公司一直注重技术创新，除已取得的相关技术专利以外，中唯公司还掌握有以下行业关键技术：

（1）芴酮业务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 所处阶段

1

水饱和非极性介

质中9-芴酮的制

备技术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2014年通过辽宁省科技

成果鉴定，并获得“辽宁省优秀产品” 奖，该技

术具有反应温度低、产品纯度高、环境污染小、

催化剂和溶剂可循环利用， 以及体积产率高等

特点

成熟

2 双酚芴制备技术

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效催化剂， 以9-芴酮为原

料，制备双酚芴，工艺原料循环利用率高、体积

产率高、含酚废水少，同时采用先进的蒸馏和结

晶技术，有效去除微量杂质，产品纯度高

成熟

3 双胺芴制备技术

具有反应温度低、产品收率高、原料易于回收等

特点，同时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效提纯工艺，设备

投入成本低，产品纯度高

成熟

（2）冶金自动化业务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 所处阶段

1

反应性全自动升

降装置

采用丝杠式电动升降杆， 以PLC控制伺服电机

实现实验过程中反应器的自动提升与降落

成熟

2

试验焦炉炉顶空

间压力装置

采用荒煤气水封的装置， 实现炉顶空间压力的

调节

成熟

3

烧结杯体分段测

温机构

在杯体上分别取三个测温点， 用以采集试验过

程中料层燃烧的温度、燃烧的速度等，采集的数

据作为工艺改进的研究

成熟

5、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制度

中唯公司依据GB/T19001-2008� idt�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标准制定了《质量手册》、

《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文件控制》、《记录控制》、《内部审核》、《不合格品控制》、《纠正和预防措施控

制》等质量控制文件，构建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业务部门严格遵守文件要求，芴系功能材料事业部和冶金检

测装备事业部各设立专岗专人负责质量检查，所有出厂产品均检查检验合格并可追溯，由运营部负责每年进

行内部审核，并由中国质量认证集团辽宁有限公司进行外部审核，审核合格后颁发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2）质量控制措施

除上述质量控制制度外，中唯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还采取了以下质量控制措施，保障产品质量。

A、严格遵循质量控制流程：中唯公司以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来保证产品质量，根据实际生产过程制定了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质量记录清单以及作业指导书等质量控制体系文件，对产品开发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

具体的控制；

B、供应商遴选机制：中唯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商制度，动态维护合格供应商名单，对新建立采购关系的

经销商，经过样品检测、试用，评审合格后方可批量供货；定期对供应商进行内部评价，对交货不及时或计量不

合格的供应商，引入淘汰机制；

C、生产过程全流程监测机制：对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包括电路板、传感器、耐高温材料等，都

进行严格检测和老化实验，以确保合格品进入下一道工序。 产品生产完成后要经过全面的测试和检验，以确

保符合客户要求，每台仪器出厂前，均要完成连续72小时以上的检验；

D、产品质量跟踪和问责机制：中唯公司售后服务部建立了定期回访和终生免费上门服务制度，主动及时

了解客户在使用产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发现因质量问题引起的投诉，将对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人予以问责。

6、安全生产情况

结合安全标准化建设，中唯公司完善了诸多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制定和修订了

相关生产岗位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其中，冶金检测装备事业部在重组前通过了冶金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

级企业标准，现正办理变更手续。 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制度》、

《安全培训教育制度》、《安全检查管理制度》、《生产设施管理制度》、《安全作业管理制度》、《班组安全标

准化制度》以及《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所应有的39项规章制度。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公司定期组

织全体员工培训，狠抓制度的落实，力求形成一种长效安全机制。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落实，公司严格按照“抓生产首先抓安全、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由总

经理、副总经理与各部门部长，各部门负责人与各班组长等层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真正把安全生

产工作责任到人。 实践中，公司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于因失责而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从严从重处理。 每

年年底，由公司运营部对各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执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予表彰奖励和通报批评或处

罚。 公司每年度对各单位安全责任书的签订工作进行了检查，修订补充完善了全员安全责任书。

7、环境保护情况

（1）公司环保制度

中唯公司历来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由运营部负责公司环保事务。 近年来，中唯公司不断加强环保制

度建设，制定了《中唯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危险废物责任制度》、《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危险废物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完整的环保制度体系及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同时，中唯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保护

工作责任制，明确公司各层级承担的环保责任，权责分明，层层落实。 中唯公司总经理是环境保护工作直接责

任人，按照《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职责及相关要求，权责明确，能有效防止环

境污染事故。

中唯公司严格按照环保法律法规及环保部门的各项规定进行生产，落实环境保护制度的各项要求，并严

格遵循相关污染排放要求，实现所有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2）公司生产中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置情况

芴酮业务产品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及固体废弃物。

废水主要生产于芴酮业务产品生产环节产生的有机污水， 含油的主要污染物为COD和残留的微量有机

物，如芴、芴酮、有机溶剂等。 芴酮业务产生的污水在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处理技术主要是由中唯公司自行

发明的专利技术《一种芴酮生产废水的预处理方法》（专利号：ZL201410079229.9），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芴酮业务的试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相关产品生产中产生的废渣。 由于该部分废渣为

危险废物，中唯公司将该废渣统一送到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同意处理，并制定联单转移制度。

芴酮业务产品试验、生产过程均在密闭容器中完成，因此不产生外排废气。

中唯公司冶金自动化业务生产过程中仅产生少量的焊接废气及噪音，无需特殊处理的污染物排放。

（3）环保设施情况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环保设备完备，对废弃物均达标处理。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唯公司主要环保设施

情况如下：

处理污染物类别 主要环保设施 设施数量

废气 吸收塔 1

废水 污水处理釜、离心机等 3

废渣 焚烧炉 1

（4）环保费用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环保设施投入 0 1 3

环保运行费用 2 3 3

合计 2 4 6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中唯公司所获资质及认证

中唯公司芴酮业务及冶金自动化业务属于一般性生产业务，无特殊行业准入经营资质要求。

（七）中唯公司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唯公司的主要资产（合并报表口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1,169.27 28.90%

应收账款 563.28 13.92%

预付款项 38.20 0.94%

其他应收款 15.37 0.38%

存货 1,167.22 28.85%

流动资产合计 2,953.34 73.00%

固定资产 228.48 5.65%

无形资产 816.01 20.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82 27.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2.31 28.90%

资产总计 4,045.65 13.9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固定资产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唯公司主要的固定资产为机器设备和电子产品。

2、无形资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唯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及专利技术，具体信息如下：

（1）土地使用权

中唯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是其根据未来业务发展及产能扩张的需要，在2015年业务重组过程中，以协议转

让的方式从热能院购买所得，该部分土地位于鞍山市达道湾工业园区，土地面积为23,826.3平方米，协议转让

基准日经审计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828.21万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该土地使用权资产过户工作正在办理

当中。

（2）专利技术

中唯公司芴酮业务拥有5项专利技术，冶金自动化业务拥有10项专利技术，共计拥有15项专利技术。 由于

前述专利在形成过程中中钢热能院、中唯公司并未对其进行资本化，因此，前述专利在财务报表中会计价值

为零，没有具体金额体现。

中唯公司专利技术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一、芴酮业务

1 中唯公司

一种高效制备9-

芴酮的固定床反应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201369.9 2015.04.04

2 中唯公司

一种真空减压连续

分水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230763.5 2015.04.16

3 中唯公司

一种用于气液反应

的高压自吸式反应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272028.0 2015.04.30

4 中唯公司

一种用于芴酮生产

的自动分层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276003.8 2015.04.30

5 中唯公司

一种分析芴类衍生

物中多种残留有机

溶剂的方法

实用新型 ZL201510246102.6 2015.05.14

二、冶金自动化业务

6 中钢热能院

电加热试验焦炉的

化产回收控制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020627478.4 2010.11.25

7 中钢热能院

试验焦炉荒煤气燃

烧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120132406.7 2011.04.29

8 中钢热能院

300kg电加热自动

控制升温试验焦炉

实用新型 ZL200720014625.9 2007.09.20

9 中钢热能院

试验焦炉的化产回

收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020647524.7 2010.12.08

10 中钢热能院

应用于200kg试验

焦炉的推焦机

实用新型 ZL201120175059.6 2011.05.27

11 中钢热能院

试验焦炉用推焦送

煤捣固一体机

实用新型 ZL201120174963.5 2011.05.27

12 中钢热能院

一种试验焦炉炉内

压力自动调节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608809.3 2013.09.29

13 中钢热能院

一种矿石还原性实

验装置的自动操作

支架

实用新型 ZL201320621706.0 2013.10.08

14 中钢热能院

一种侧开式试验焦

炉自动炉门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420726622.8 2014.11.26

15 中唯公司

一种测量烟煤热解

过程中的膨胀行为

的实验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639005.9 2015.08.21

上述专利中，第1项至第4项是由中唯公司提出申请，并已经取得《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第5项

是由中唯公司提出申请，并已取得《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第6项至第14项是由中钢热能院提出申请，并已

经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在本次业务重组中，随冶金自动化业务一并协议转让至中唯公司，目前正在办

理变更手续；第15项是由中唯公司提出申请，并已取得《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

3、对外担保情况

2015年4月2日，中唯公司与交通银行鞍山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约定中唯公司为中钢热能院与交通银

行鞍山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进行担保。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上述担保合同仍在执行当中。本项担

保未来还需经过上市公司董事会相关决议通过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除上述担保外，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中唯公司合并范围内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况。

5、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唯公司的主要负债（合并报表口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元） 占比

应付账款 180.32 10.03%

预收款项 654.56 36.40%

应交税费 169.66 9.44%

其他应付款 793.54 44.13%

流动负债合计 1,798.08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负债总计 1,798.08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交易标的产权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

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拟转让中唯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合法拥有标的公司的完整权利，拟转让的股权之

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中唯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况。

7、交易标的涉及被立案侦查或立案调查或受行政、刑事处罚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中唯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况，亦未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八）中唯公司最近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报告期内，中唯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8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045.65 3,786.67 3,016.77

负债总额 1,798.08 2,001.67 1,885.31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2,247.57 1,785.00 1,131.46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2,178.09 3,590.39 4,332.53

利润总额 631.31 815.67 1,080.73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

462.57 653.54 819.49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九）中唯公司近三年交易、增资或改制涉及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最近三年，中唯公司无交易、增资或改制涉及的评估或估值情况。

三、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一）湖南特材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岳麓大道158号盛大泽西城第5栋N单元5层502号

法定代表人：许定胜

注册资本：人民币8,934.18万元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1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93000002663

组织机构代码号：18389725-1

税务登记证号码：湘税证字430104183897251号

经营范围：无机盐、有色金属合金、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其他非危险基础化学原料、其他合成材料的制

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其他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化工产品研发；有色金属综合利用技术的研发、推广；矿山工程技术研究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节能

技术推广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湖南特材的历史沿革

1、1992年公司设立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成立于1992年10月16日， 由长沙锰业技术开发公司出资成立， 注册资本150万元。

2002年9月6日隶属关系变更为中国冶金矿业总公司，2007年11月9日注册资本变更为600万元，2008年12月3

日取得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30193000002663，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

2008年11月27日，湖南希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希望验字[2008]200049号），对冶金矿业

的出资进行了审验。 验资结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冶金矿业 1,000.00 100

2、2009年增资

2009年12月9日，冶金矿业对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0

万元，法人代表：许定胜。 注册地址为长沙市麓山路148号。

2009年12月9日，湖南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书》（天鸿审字[2009]第20007号），对冶金矿业

的出资进行了审验，验资结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冶金矿业 5,000.00 100

3、2015年公司制改造

按照中钢集团2015年8月26日出具的中钢集团企[2015]106号《关于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改制方案的批

复》，并经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厂长办公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进行公司制改造，由全

民所有制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冶金矿业以其持有的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全部净资产出资。 2015年8月26日，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1065号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湖南特种金

属材料厂净资产评估值为8,934.18万元。

2015年8月27日，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改制完成， 取得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3019300000266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名称变更为“湖南特种金属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注册资本为8,934.18万元。

本次改制完成后，湖南特材股权结构具体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冶金矿业 8,934.18 100

（三）湖南特材的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的唯一股东为冶金矿业，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中

钢集团，具体控制关系如下图：

（四）湖南特材的子公司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无对外投资的子公司。

（五）湖南特材的业务和技术

1、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湖南特材主要从事锰系产品的开发、深加工和经营，主要产品为四氧化三锰、金属锰、电解金属锰粉和铁

硅粉等。

（1）四氧化三锰

目前国内的四氧化三锰产品基本上用作锰锌铁氧体的生产原料， 用作电子计算机中存储信息的磁芯、磁

盘和磁带，电话用变压器和商品质电感器，电视回归变压器，磁头，电感器，磁放大器，饱和电感器，天线棒等；

同时用于光学玻璃的制造和低温热敏电阻的制造和高档环保的涂料。

由四氧化三锰生产而成的软磁铁氧体，即由锰、锌、铁的氧化物按一定配比混合后烧结成型制造的锰锌铁

氧体，具有狭窄的剩磁感应曲线，可以反复磁化，同时其直流电阻率很高，可以避免涡流损失。 同时，四氧化三

锰用作某些油漆或涂料的色料， 含有四氧化三锰的油漆或涂料喷洒在钢铁上比含二氧化钛或含氧化铁的油

漆或涂料具有更好的抗腐蚀性能。

（2）金属锰

金属锰主要用于生产高温合金、不锈钢、有色金属合金和低碳高强度钢的添加剂、脱氧剂和脱硫剂；其中

绝大部分用于铝锰合金、不锈钢和不锈钢焊条等。

电解锰片由于比表面大，比重轻，作为合金添加剂用途时烧损严重，因此，一般把电解锰片重熔，制备金属

锰，使其添加容易，烧损小。

（3）电解金属锰粉

电解金属锰粉是制造四氧化三锰的主体材料，是生产不锈钢、高强度低合金钢、铝锰合金、铜锰合金、减振

合金和永磁合金等的重要合金元素。 在钢铁工业中常用作脱氧剂和脱硫剂。

电解金属锰粉比锰片使用起来更便捷和有效，比如铝材因锰的加入可有效地改善合金的机械性能、热性

能和防腐性能；以金属锰粉代替金属锰片炼制铝锰合金，不仅可以节约能源和金属锰，还可以提高合金质量；

生产特种合金，可采用金属锰粉进行喷射冶金制成金属部件，产品致密性好。

（4）铁硅粉

铁硅粉广泛用于各种磁性材料：磁芯、电感、磁环、吸波材料、屏蔽材料等。 采用气雾化制取粉末的工艺生

产铁硅粉产品，粉末球形度好，化学成分均匀，松装、振实密度高，杂质含量低，流动性好。产品具有优异的直流

偏置特性、更高的饱和磁感应强度、更低的损耗、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和更好的耐蚀性能。

2、运营模式

（1）公司采购模式

湖南特材采用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人工采购与电子商务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2）公司生产模式

湖南特材采用接单式生产与存货式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常规产品按标准要求组织生产，不下达生产

计划；有特殊要求的产品由销售部门根据合同下达《合同要求》至生产主管部门生产调度部，生产调度部根据

《合同要求》下达《生产任务单》至生产车间组织生产。

（3）公司销售模式

湖南特材以直销为主进行销售，销售渠道采用传统营销和网络营销相结合的方式。

3、销售情况

（1）报告期主要产品的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锰粉 1,449 2,234 1,383

四氧化三锰 7,597 12,746 12,592

金属锰 2,084 429 6,064

铁硅粉 34 1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报告期内，湖南特材主要产品中，四氧化三锰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25,020 25,020 25,020

产量（吨） 9,418 14,636 12,073

销量（吨） 9,498 14,462 12,082

产销率 100.85% 98.81% 100.07%

产能利用率 37.64% 58.50% 48.25%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2015年1-8月产能为年化产能；

3.2015年1-8月产能利用率为年化利用率。

报告期内，湖南特材主要产品中，金属锰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10,000 10,000 10,000

产量（吨） 1,835 3,610 4,888

销量（吨） 1,971 3,559 4,834

产销率 107.39% 98.59% 98.88%

产能利用率 18.36% 36.10% 48.88%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2015年1-8月产能为年化产能；

3.2015年1-8月产能利用率为年化利用率。

报告期内，湖南特材主要产品中，锰粉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20,000 20,000 20,000

产量（吨） 1,310 2,167 1,220

销量（吨） 1,409 1,946 1,220

产销率 107.56% 89.81% 100.00%

产能利用率 6.55% 10.83% 6.10%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2015年1-8月产能为年化产能；

3.2015年1-8月产能利用率为年化利用率。

报告期内，湖南特材主要产品中，铁硅粉的产销情况如下：

项目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产能（吨） 600 600 -

产量（吨） 41 1.45 -

销量（吨） 15 0.3 -

产销率 36.52% 21% -

产能利用率 6.84% 0.17% -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2015年1-8月产能为年化产能；

3.2015年1-8月产能利用率为年化利用率。

4、技术情况

湖南特材一直注重技术创新，除已取得的相关技术专利以外，公司还掌握有以下行业关键技术：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 所处阶段

1 各档次四氧化三锰的制备

常规产品比表面积4-7m2/g, 松装密度

0.6-0.8g/cm3； 高 档 产 品 比 表 面 积

12-17m2/g,松装密度0.6-0.8g/cm3；低

铁含量产品单质铁含量小于500ppm。

生产中

2 低气体含量金属锰制备

包括氮氢氧及硫在内的总气体含量小于

800ppm。

生产中

3

金属磁粉如铁硅粉等的制

备

球形度高，致密度高，直流叠加特性强，热

稳定性好

完成中试，

可产业化

4 金属磁粉芯的制备 磁饱和强度大，铁损低，热稳定性好。 研发

5、质量控制情况

（1）质量控制标准

湖南特材产品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GB/21836-2008软磁铁氧体用四氧化三锰》、

《YB/T051-2003电解金属锰》、《GB/T2774-2006金属锰》执行。

（2）质量控制措施

湖南特材按ISO9000标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首先是对全员进行质量意识教育和岗位技能培

训，确保满足岗位能力需求；配备充足和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满足生产需求。 其次，按公司管理体系文件规

定，明确规定各类人员的质量职责。 严格执行管理体系要求，对产品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原

则，对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点进行重点控制。再次，生产过程实行“三检”制度。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工艺文件进

行操作。最后，对不合格品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进行，对不合格原因按《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进行原

因分析，使产品质量得到持续改进。

6、安全生产情况

2012年原湖南特材厂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被评为三级安全生产企业。 根据标准化的要求制定了

《湖南特种金属材料厂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等31项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且每年按工厂实际情况进行整理审核。

湖南特材所有岗位都制定有相应的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包括生产车间、账务、供应等。 并自上而下地签订

了安全生产责任书。

7、环境保护情况

（1）公司环保制度情况

公司制定有《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岗位责任制》以及相关的岗位操作规程。

（2）公司生产中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置情况

大部分生产废水通过过滤、离子交换等工艺实行废水循环利用，少部分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每年约3万

吨）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车间产生的粉（烟）尘等通过布袋收尘、旋风-湿式除尘等工艺后达标排放。 生产过程中以及污水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含锰滤渣、底泥等全部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统一放入园区垃圾站。

（3）环保设施情况

处理污染物类别 主要环保设施 设施数量

废气 布袋除尘器、旋风-湿式除尘器等 4

废水

多级沉降池、反应池、中和池、水泵、压滤机、

风机、离子交换器等

1

检测仪器 F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1

（4）环保费用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万元） 2015年1-8月 2014年 2013年

环保设施投入 28 3 -

环保运行费用 81 107 108

合计 109 110 108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六）湖南特材所获资质及认证

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2年11月12日，湖南特材取得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家税务局、湖南省地方税

务局联合批准发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F201243000002），有效期为三年。

2、生产经营资质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主要的生产经营资质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批准/发证部门 到期日

1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宁乡县环境保护局 2016.5.31

3、其他证书

湖南特材还取得了《湖南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证书》、《湖南省名牌产品证书》、《ISO9000质量体系证

书》、《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湖南省新材料企业证书》和《计量检测保证能力证书》。

（七）湖南特材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8月31日，湖南特材的主要资产（合并报表口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货币资金 62.93 0.38%

应收账款 4,852.92 29.62%

预付款项 781.18 4.77%

其他应收款 4,133.33 25.23%

流动资产合计 11,368.00 69.40%

固定资产 4,229.12 25.8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28 0.15%

非流动资产合计 5,013.49 30.60%

资产总计 16,381.49 100.00%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固定资产

（1）房产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自有房产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权证号 所有者 建筑面积（㎡） 地址 规划用途

1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2号

湖南特材厂 4016.60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工厂厂房

2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3号

湖南特材厂 1119.25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工厂厂房

3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4号

湖南特材厂 2953.29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综合用房

4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5号

湖南特材厂 2565.20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工厂厂房

5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6号

湖南特材厂 1286.90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仓库

6

宁房权证金洲市字第

713014947号

湖南特材厂 1107.15

金洲新区金水

东路038号

工厂厂房

注：湖南特材厂改制后，房屋产权正在进行权利人变更

2、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如下表：

序号

使用

权人

权证号 总面积(㎡） 土地坐落 用途

取得

方式

终止日期

1

湖南

特材

厂

宁（1）国用

（2012）第

205号

20,861.80 宁乡金洲新区 工业 受让 2061.8.15

2

湖南

特材

厂

宁（1）国用

（2013）第

694号

40,36.63

宁乡金洲新区龙灯坡路

（金洲镇全民社区）

工业 受让 2063.9.20

注：湖南特材厂改制后，土地使用权证正在进行权利人变更

（2）专利技术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拥有的专利技术具体如下表：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1 湖南特材厂

低气体含量金属锰

锭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63019.3 2013.5.6

2 湖南特材厂

一种直接氧化游离

二价锰离子制备四

氧化三锰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610113849.5 2006.10.19

3 湖南特材厂

一种使氧气快速融

入四氧化锰溶液的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362810.7 2014.7.3

4 湖南特材厂

一种金属锰块浇铸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517860.8 2014.9.11

5 湖南特材厂

一种四氧化三锰制

备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320114.X 2014.6.17

6 湖南特材厂

一种铁硅合金浇铸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215299.8 2014.4.30

7 湖南特材厂

一种提高四氧化三

锰干燥料浆浓度的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362839.5 2014.7.3

8 湖南特材厂

一种废气除尘及吸

收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246139.X 2014.5.15

9 湖南特材厂

一种金属锰锭浇铸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81662.6 2013.8.8

10 湖南特材厂

一种微波处理废水

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420246556.4 2014.5.15

注：湖南特材厂改制后，专利资产正在进行权利人变更

（3）商标

截至2015年8月31日，特材特材共有1项中国境内注册商标。

注：湖南特材厂改制后，商标资产正在进行权利人变更

3、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湖南特材合并范围内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上接A30版）

(下转A3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