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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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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受让股权所涉及矿井目前处于拟建状态，收购完成后，公司需要投入约3亿元左右

建矿，建设前还需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是否在建设周期内完工存在

不确定性；煤矿建成投产后，原煤市场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及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经营业

绩处于亏损状态， 后续收购价款的支付及未来项目建设资金的投入来源为银行贷款或上市

公司的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收购股权评估采用的评价方法是：资产基础法，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413.81

万元，评估增值额9,980.24万元，评估增值率为218.56%；本次交易对采矿权评估采用的评估

方法是：折现现金流量法，其中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结果是10,782.92万元，无形资产评估

增值率为1243.36%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000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于2019年1月2日披露了《宝

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详见临2019-001号公

告）。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逐一对照核实相关问题，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收购背景及必要性。 公告披露，大雁煤业拥有黑龙江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生产规模为30万吨/年。本次宝泰隆矿业公司收购大雁煤业100%股权主要是为增加公

司原煤自供能力，降低原煤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请公司：（1）核实并确认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与交易对方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存在

潜在的利益安排

公司回复：经公司自查，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实，确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黑龙江

建龙化工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潜在的利益安排。

（2）补充披露此次收购标的资产所涉矿井产出煤种的类别及具体构成，并结合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相关原料需求及煤炭价格变化等情况，说明此次收购的具体考虑

公司回复：经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黑龙江省宝清县（岚峰矿区）建龙大雁煤业

有限公司（整合矿区范围）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黑国土

资储备字[2012]066号）备案的《黑龙江省宝清县（岚峰矿区）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整合

矿区范围）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显示，由黑龙江省煤田地质一一O勘探队对整合矿区

范围煤炭资源/储量进行核实，收购标的资产所涉矿井共开采13个煤层，煤种类别及具体构

成如下：

单位：万吨

煤层编号 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用可采储量 煤质

3# 17.95 12.17 焦煤

4# 21.06 5.65 焦煤

5# 16.49 7.71 1/3焦煤

5上# 19.40 10.61 1/3焦煤

6下# 18.81 9.73 1/3焦煤

7# 25.65 14.00 焦煤

8# 17.72 6.72 1/3焦煤

9# 60.73 27.87 气煤

9上# 25.79 11.31 气煤

10# 22.21 9.71 1/3焦煤

11# 19.25 4.54 焦煤

13# 1165.42 733.15 焦煤、气煤

14# 1061.40 660.76 焦煤

合计 2491.88 1513.91 -

根据公司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临2018-077号）显示，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的主要产品

是焦炭、沫煤、甲醇、精制洗油及沥青调和组分。 公司2018年1-9月营业收入为260,417.35万

元，其中焦炭营业收入为187,505.50万元，焦炭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70%以上，而焦炭的原

材料是原焦煤。

公司2018年1-3季度采购原煤299.88万吨，其中自产原煤20.37万吨，外购原煤279.61万

吨。 2019年公司预计原煤需求为450万吨，其中焦煤380万吨，无烟煤70万吨。 公司自有煤矿

供给率一直在15%以下。 过去三年公司原煤采购单价如下表：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3季度

采购平均单价（元/吨）（不含税） 368.78 562.80 617.99

由上表可知，近三年煤炭价格上涨近82%，原煤价格波动是公司业绩变化的主要因素，

在原煤采掘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越多的原煤自有供给是公司获得持续稳定利润的基本

保证，是公司产业链的核心价值点。沿着煤化工产业链上游占有更多的资源一直是公司两大

发展战略之一，公司上市以来，收购资产也主要集中在煤矿方面，先后收购了宝泰煤矿、宏泰

煤矿、中心二井、龙西煤矿、宏岚煤矿、荣昌煤矿等煤矿资产的全部或部分股权。 此次收购是

公司一贯行为的延续，是为了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公司原煤的自供比例、降低生产

成本、获得持续稳定的利润。

（3）补充披露公司近三年原煤供应的具体来源，通过自产及外购方式满足原煤需求的

占比及具体构成

公司回复：公司2016年-2018年1-3季度原煤（含精煤）采购情况如下表：

①2016年前五名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备注

1 勃利县亚隆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200,709,414.57 外购

2 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77,231,700.70 自产

3 黑龙江东隆化工有限公司 76,699,843.31 外购

4 七台河市金山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39,973,978.98 外购

5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509,658.03 外购

合 计 433,124,595.59 -

② 2017年前五名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备注

1 林口县恒达煤炭有限公司 283,029,249.42 外购

2 黑龙江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27,068,223.85 外购

3 黑龙江东隆化工有限公司 107,033,558.15 外购

4 勃利县亚隆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106,968,840.40 外购

5 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10,459,319.30 自产

合计 834,559.191.12 -

③2018年1-3季度前五名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备注

1 林口县博达煤炭经销处 448,112,565.45 外购

2 黑龙江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58,808,789.70 外购

3 绥芬河龙江商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131,973,488.90 外购

4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869,328.81 外购

5 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5,723,321.90 自产

合 计 911,487,494.76 -

公司通过自产及外购方式满足原煤需求的占比情况如下表：

年份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3季度

采购方式 数量（吨） 占比 数量（吨） 占比 数量（吨） 占比

自产（原煤） 416,510.63 16.72% 345,814.19 11.39% 169,295.06 7.64%

外购（原煤） 1,863,956.44 74.84% 2,020,248.48 66.52% 1,333,096.26 60.17%

外购（精煤） 210,190.74 8.44% 671,113.18 22.10% 713,102.66 32.19%

外购小计 2,074,147.18 83.28% 2,691,361.66 88.61% 2,046,198.92 92.36%

合计 2,490,657.81 100.00% 2,366,062.67 100.00% 2,215,493.98 100.00%

（4）请说明在矿井尚未开工建设的时点收购该项资产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一贯的收购思路，公司一直在黑龙江省东部四煤城（鸡

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寻找合适的煤矿收购标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去产能和环保、安全

等政策的不断收紧，我省东部四煤城煤矿数量持续大幅减少。 以七台河市为例，2007年末共

有地方煤矿600多家，而根据最新的煤矿整合关停方案，2019年七台河市地方煤矿数量将小

于45家，且全部为年产15万吨以上的煤矿，已建成的15万吨/年以上的煤矿很稀缺。 公司经

过长时间的市场走访和洽谈，寻找到大雁煤矿标的，大雁煤矿价值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1,

514万吨的可采资源储量；二是30万吨/年的采矿许可证。 这两方面现在都是稀缺资源，本次

收购可以提高公司原煤的自供比例、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持续稳定的利润。

二、关于标的资产的情况。公告披露，大雁煤业所属煤矿属于整合矿井，目前处于拟建状

态，收购完成后进行矿井建设，预计约2.5年竣工达产。 公司需要投入约3亿元左右建矿，建设

前需相关部门进行审批，是否同意及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请公司：（1）补充披露矿区后续建设所涉及的主要审批环节及投建计划，并提示相关风

险

公司回复：（1）大雁煤业于2018年12月28日续办了采矿权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18年

11月8日至2019年12月26日。 大雁煤业每年在采矿权许可证到期前会及时到黑龙江省国土

资源厅办理采矿权许可证的延续。因工作人员笔误，造成临2018-092号公告中七、中介机构

对本次收购资产交易的意见（三）关于采矿权证表述错误，正确表述应该是：“（三）本次交

易中大雁煤业拥有的采矿权权属清晰， 其现处于整合阶段， 本次交易所涉矿业权不存在抵

押、查封、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本次收购大雁煤业所属煤矿后续建设涉及的主要审批环节如下：

序号 审批项目 审批部门 进展

1

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

安全设施设计

黑龙江省煤矿安全监察局 已受理，待批准

2 矿井设计及建设 设计院及建设施工单位 计划2019年开始建设

3 联合试运转 建成后六个月

4 建成验收

省、市煤炭管理局和煤矿安全监察

局；消防；环保局；建设局

联合试运转六个月后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全资子公司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宝

泰隆矿业公司” ）将对矿井进行建设，根据双鸭山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关于宝清县建龙

大雁煤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初步设计的批复》（双煤设审字[2018]8号），本次建设计划为：

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30万吨/年， 工程建设投资总额为25,953万元， 其中： 矿建工程11,

017.92万元，土建工程1,400.96万元，设备及工器具购置5,854.03万元，安装工程4,161.12万

元，其他费用3,518.99万元。

考虑北方冬季时间长，施工期较短，预计建设总工期为36个月，计划如下表：

年份 投资金额（万元） 完成进度

第一年 8,952 完成掘进工程量2930米左右

第二年 12,000 完成掘进工程量3300米左右

第三年 4,948 完成掘进工程量3400米左右，建设完工移交进行联合试运转

风险提示： 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安全设施设计尚需黑龙江省煤矿安

全监察局批准，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矿井建设前需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质量监督等相关

单位进行设计，设计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建设过程中因北方冬季时间较长，是否在建设周期

内完工存在不确定性；矿井建成后需多个部门进行验收，完成验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请补充说明大雁煤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沿革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回复：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概况如下：

1）营业执照登记情况

企业名称：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91230500781929209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富山村

法定代表人：关富明

注册资本：300万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30日

营业期限：2005年12月3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

2）历史沿革

①公司设立（2005年12月30日）

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1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实物 285.00 285.00 95.00

2 李贵振 货币 15.00 15.00 5.00

合计 - 300.00 300.00 100.00

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12月30日， 初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万元，由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自然人李贵振共同出资组建，其中，北京

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实物出资方式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285万元， 占注册资本

95%；自然人李贵振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15万元，占注册资本5%。 本次注册

资本的实缴已经黑龙江华鹏会计师事务所2005年12月9日出具的黑华会所验字 [2005]第

047号验字报告审验。

② 第一次股权转让（2007年5月21日）

经2007年5月21日的股东会审议通过， 自然人李贵振将其持有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

限公司5%股权转让给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大雁煤业成为北

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1 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实物 300.00 300.00 100.00

合计 - 300.00 300.00 100.00

③ 第二次股权转让（2011年07月03日）

经2011年7月3日的股东会审议通过，北京华夏建龙矿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大雁

煤业100%股权全部转让给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大雁煤业成为黑龙

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

比例（%）

1 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 货币 300.00 300.00 100.00

合计 - 300.00 300.00 100.00

3）经营情况

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注册地为双鸭山市宝清县。 注册资

本人民币叁佰万元，经营范围为煤炭开采。原主体煤矿主要产品为1/3焦煤。目前处于小青山

资源扩储整合阶段。大雁煤矿隶属于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是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大雁煤矿位于宝清县城西南50km，行政区划属宝清县小城子镇管辖，距离黑龙江建龙

钢铁约170km，交通便利。 大雁煤矿整合扩储项目是由主体井大雁煤矿（原4万吨/年）整合

宝清县建龙秋成煤矿（原5万吨/年），并扩储大雁煤业在岚峰小青山勘探区的探矿权资源，

拟建设30万吨/年的矿井。大雁煤业于2012年完成了《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整合扩

储岚峰小青山煤炭详查储量核实报告》的评审工作，并于同年9月经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备

案， 共批准开采13个煤层， 评审备案储量2,491.88万吨， 其中焦煤1,785.15万吨，1/3焦煤

120.28万吨，气煤586.45万吨。

4）近三年资产负债和经营业绩

①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1/30

流动资产 809.34 811.00 240.74 113.48

非流动资产 3,928.71 3,950.13 524.46 802.68

资产总额 4,738.05 4,761.14 765.20 916.16

流动负债 5,135.66 5,158.74 5,242.47 5,482.59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负债合计 5,135.66 5,158.74 5,242.47 5,482.59

股东权益 -397.61 -397.61 -4,477.28 -4,566.43

② 经营业绩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1/30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0.00

营业成本 0.00 0.00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0.00 -124.72 -109.81

利润总额 0.00 0.00 -3,396.84 -89.15

净利润 0.00 0.00 -3,396.84 -89.15

上述数据，2015年和2016年度数据摘自中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津分所对宝清县

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2015年审计报告编号为“中鹏津会所审字（2016）

012号” 、2016年审计报告编号为 “中鹏津会所审字 （2017）025号” 由被评估单位提供，

2017年和2018年11月30日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

所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众环黑审字（2018）0285号”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大雁煤业2017年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出现较大亏损，主要原因是：大雁煤矿整合扩储项

目是由主体井大雁煤矿（原4万吨/年）整合宝清县建龙秋成煤矿（原5万吨/年），并扩储大

雁煤业在岚峰小青山勘探区的探矿权资源，主体井大雁煤矿保留，整合井宝清县建龙秋成煤

矿关闭，因关闭矿井巷道等资产已不可用，在2017年一次性报废，造成营业外支出项有34,

457,519.96元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导致2017年度亏损3,396.84万元。

三、关于评估的相关情况。 公告披露，大雁煤业2017年净利润-3396.84万元，2018年11

月30日净利润-89.15万元。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大雁煤业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413.81万元， 评估增值额9,980.24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218.

56%。其中无形资产—采矿权评估结果是10,782.92万元，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率为1243.36%，

评估增值率较高。

请公司：（1）说明本次涉及的采矿权评估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

公司回复： 本次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评估报告由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

估资格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

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评报字[2018]第1226号）。

（2）补充披露采矿权所采用的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增值率

公司回复：本次交易对采矿权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是：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基准日：

2018年11月30日，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

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宝清县建

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10,782.92万元。 大雁煤业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802.68万元，本次评估价值10.782.92万元，评估增值9,980.24万元，增值率1243.36%。

（3）补充披露采矿权的具体评估过程，包括但不限于预期产品产销量、销售价格、销售

收入、现金流量、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并结合历史数据及行业同比情况说明评估参数确

定依据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报告中描述的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 ）

对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以下简称“大雁煤业矿权” ）评估价值进行评

估。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合理性。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

设前提， 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

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矿产资源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

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

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矿产资源价值，在评估时，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

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 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矿产资源价值的影

响，同时也考虑了行业竞争力、企业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

考虑的因素对矿产资源价值的影响。 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更看重的是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

状况和未来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值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矿产资源的市场公允价值，因此，

本次最终选取收益法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1）大雁煤业矿权的基本情况。

储量核实基准日（2010年12月31日）保有资源储量2,491.88万吨，评估基准日（截止

2018年11月30日）的保有资源储量2,491.88万吨，本次评估333类资源量按可信度系数0.8

进行折算，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2,089.93万吨，设计损失量428.05万吨，评估利用的可采储

量1,513.91万吨；储量备用系数1.4；生产规模30万吨/年；矿井服务年限36.05年，评估计算年

限38.55年（含建设期2.5年）；产品方案为原煤；固定资产投资20,072万元；单位总成本费用

327.70元/吨；单位经营成本300.22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465.52元/吨；折现率9%。

2）评估参数确定的合理性。

①预期产品产销量

第一年产销按17.5万吨预计，负荷在60%左右，在正常生产销售平衡状况下每年生产销

售原煤30万吨。

②预期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

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

《开发利用方案投资及技术经济评价》 中原煤三年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482.76元/

吨，折合含税价格为560.00元/吨。

截止2018年11月30日，矿山未生产，无法提供煤炭销售发票，评估人员通过中国煤炭市

场网等相关网站未能查询到七台河地区1/3焦煤及焦煤原煤销售价格 （网站列示的均为精

煤价格，且为车板价，本次评估产品为原煤）。

评估人员收集了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所在地区宝清县内两家具有代表性煤

矿：宝清县万昌煤矿和宝清县西同煤矿一井，这两家煤矿的生产能力都是30万吨/年，产品

为：1/3焦煤，与公司收购标的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生产能力和产品基本一致，经统

计这两家生产煤矿近年来的相关资料后取平均值情况详见下表：

年度 不含税销售收入（元） 销售数量（吨）

2015年 27,565,916.1 90,133.48

2016年 20,821,201.71 60,638.67

2017年 25,608,360.10 44,494.73

2018年1月～6月 14,797,313.90 22,804.98

经统计计算，近年来七台河地区原煤销售价格如下表：

年度 不含税销售价（元） 含税销售价（元）

2015年 305.83 354.76

2016年 343.36 398.30

2017年 575.54 667.63

2018年1月～6月 648.86 752.68

近年来平均价 468.40 543.34

经计算，该期间平均含税销售价格为543.34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为468.40元/吨。

评估人员通过相关信息获知，七台河地区自2014年至2016年末，煤炭价格始终处于低

价态势，自2017年至今，煤炭价格处于上涨态势，该地区煤炭价格变动趋势与收集的上述价

格信息基本一致，究其原因，一是通过去产能，有力推动了当地煤炭行业健康发展，企业经营

状况明显好转。 二是行业发展环境有所改善。 违规新增产能、违法违规建设和超能力生产等

老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煤炭市场秩序逐渐规范。三是产业布局显著优化，一大批长期亏损、安

全基础差的煤矿加快退出，为优质产能发展进一步腾出了空间。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分析认为，经统计整理的原煤不含税销售价格基本可以反映当地同

类煤质市场销售情况，故以此为基础可以作为矿山未来生产期的预测价格，经评估人员综合

考虑，确定本次评估含税销售价格为540.00元/吨,不含税销售价格为465.52元/吨。

③ 销售收入

假设该矿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 则正常年份矿井的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产品价格（不含税）×原煤年产量

＝465.52×30

� � � � � � � � ＝13,965.60（万元）

④预期单位总成本费用

参照《开发利用方案投资即技术经济评价》，总成本费用采用“费用要素法” 计算，由材

料费、燃料动力费、职工薪酬、折旧、修理费、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安全生产费用、地面塌陷

补偿费、其他支出和利息支出确定。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井巷工程基金和利息支出确定。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材料费：参考《开发利用方案投资即技术经济评价》，原煤单位材料费为46.56元/吨，本

次评估扣除进项税后原煤单位材料费为40.14（46.56/1.16）元/吨。

正常年份年材料费＝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材料费

＝30×40.14

� � � � � � � � � � � � � � � � ＝1204.14（万元）

燃料动力费：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原煤单位燃料动力费为34.30元/吨，本次评估扣除

进项税后原煤单位燃料动力费为29.57(34.3/1.16)元/吨。

正常年份年动力费＝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燃料动力费

＝30×29.57

＝887.07（万元）

职工薪酬：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原煤单位职工薪酬为182.10元/吨，则原煤单位职工

薪酬取182.10元/吨。

正常年份年职工薪酬＝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职工薪酬

=30×182.10

＝5463（万元）

折旧费：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房屋构筑物折旧年限原则上为20~40

年，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折旧年限8~15年，井巷工程在维简费中已考虑不再计提折

旧。 此次评估考虑矿井服务年限，房屋建筑物类折旧年限取40年，机器设备类折旧年限取13

年。折旧公式为：折旧费=（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残值）/折旧年限，房屋建筑物净残值取

5%，机器设备、工具净残值取5%。 房屋建筑物年折旧率=（1-5%）/40=2.38%，机器设备年

折旧率=（1-5%）/13=7.31%。

修理费：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原煤单位修理费为5元，本次评估扣除进项税后原煤单

位动力费为4.31(5/1.16)元/吨。

正常年份年修理费＝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修理费

＝30×4.31

＝129.31（万元）

维简费： 根据财建 [2004]119号 《〈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 的通

知》，参考《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黑龙江省的煤矿维简费（含井巷工程基金）提

取标准为吨煤8.70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调整统配煤矿井巷工程基金提取标准的通知》([89]

财工字第302号)，井巷工程基金的提取标准为2.50元/吨；维简费为6.20元/吨，其中：更新性

质的维简费为3.10元/吨，折旧性质的维简费为3.10元/吨，即：

正常年份年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年原煤产量×单位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30×3.10

＝93（万元）

正常年份年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年原煤产量×单位更新性质的维简费

＝30×3.10

＝93（万元）

井巷工程基金：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井巷工程

基金应按财税制度及国家的有关规定提取，并全额纳入总成本费用中。

按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建[2004]119号《关于印发〈煤炭生

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 和 〈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 的通

知》，评估确定单位井巷工程基金2.5元/吨。

正常年份年井巷工程基金＝年原煤产量×单位井巷工程基金

＝30×2.50

＝75（万元）

安全生产费：根据财企[2012]16号《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各类煤

矿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

吨煤30元；其他井工矿吨煤15元，该矿为低瓦斯矿井，故本次评估原煤单位生产安全费取15

元/吨。

正常年份年安全生产费＝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安全生产费

＝30×15.00

＝450（万元）

其它支出：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原煤单位其它支出26元，则本次评估原煤单位其它支

出26元/吨。

正常年份年其它支出＝年原煤产量×原煤单位其它支出

＝30×26

＝780（万元）

摊销费：本次评估征地费用在矿山服务年限内进行摊销计算。本次评估确定单位摊销费

为0.51元/吨，年摊销费15.26万元。

利息支出：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财务费用只计算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70%为

银行贷款，在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款利率按自2015年10月24日起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4.35%计算， 则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为91.68万元 （3010.8×70%×

4.35%），单位原煤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3.06元/吨（91.68÷30）。

综上所述，折合单位原矿总成本费用327.70元/吨；折合单位原矿经营成本300.22元/吨。

⑤预期现金流量

预期现金净流量＝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

现金流入量＝销售收入+回收流动资金+回收固定资产残值

现金流出量＝建设支出+付现成本+流动资金垫支

根据上述公式，通过预期销售产品产销量、预期销售价格计算出销售收入，得出未折现

总现金流量净额为102,387.73万元，按9%折现率计算，净现金流量现值为10,782.92万元。

⑥预期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确定为9%。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 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

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A、无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 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

款利率来确定。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建议，可以选取距

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

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

酬率。

本项目评估选用距离评估基准日最近公布的5年期国债利率4.27%作为本项目无风险

报酬率。

B、风险报酬率

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投资的风险越大，风险报

酬率越高。

风险的种类: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

险、 行业风险、 财务经营风险和社会风险。 根据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建议，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

勘查开发阶段风险， 主要是因不同勘查开发阶段距开采实现收益的时间长短以及对未

来开发建设条件、市场条件的判断的不确定性造成的。 可以分为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及建

设、生产等五个阶段不同的风险。 大雁煤矿处于建设阶段，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

意见》（CMVS30800-2008），勘探及建设阶段风险报酬率的取值范围为0.35～1.15%。 评

估对象评估计算年限为38.55年，实现收益的时间较长，建设阶段风险相对较大，最后确定勘

探及建设阶段风险取1.13%。

行业风险，是指由行业性市场特点、投资特点、开发特点等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

风险。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行业风险报酬率的取

值范围为1.00～2.00%，本项目评估对象属煤炭行业，属于高危行业，近年煤炭产品市场价格

波动较大，经综合分析，最后确定行业风险报酬率选取1.95%。

财务经营风险， 包括产生于企业外部而影响财务状况的财务风险和产生于企业内部的

经营风险两个方面。 财务风险是企业资金融通、流动以及收益分配方面的风险，包括利息风

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和税率风险。 经营风险是企业内部风险，是企业经营过程中，在市

场需求、要素供给、综合开发、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 依据《矿业权评估

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的取值范围为1.00～

1.50%，经综合分析，最后确定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选取1.48%。

社会风险，是一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引进外资应考虑社会

风险，故本项目不考虑社会风险。

其他风险：除上述风险之外，评估人员综合考虑其它分险因素，其它分险选取为0.17%

则本项目评估风险报酬率＝1.13%＋1.95%＋1.48%+0.17%＝4.73%。

采用“风险累加法” 计算的折现率为9%（4.27%＋4.73%）。

最终选用折现率为9%。

综上所述，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

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估算，确定“（黑龙江省）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

公司煤矿采矿权” 评估价值为10782.92万元是合理的。

（4）请说明评估过程是否已考虑该矿井的投建成本、未来融资情况，及其对估值和未来

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回复：

1）投建成本

评估过程已经考虑矿井的投建成本，评估确定该固定资产投资为20,072万元，固定资

产投资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经计算， 确定该矿井巷工程为8,987.46万元， 土建工程为3,

594.99万元，机器设备为7,489.55万元。

2）未来融资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按自有资金处理、不考虑固定资产借款利息。设定流动资金中70%为

银行贷款，在生产期初借入使用，贷款利率按自2015年10月24日起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4.35%计算， 则正常生产年份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支出为91.68万元 （3010.8×70%×

4.35%），单位原煤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3.06元/吨（91.68÷30）。

3）投建成本对估值的影响

由于目前矿井没有开始建设， 转让总价10,000万元 （其中股权4,852.1万元， 负债5,

147.9万元），按可采储量1,513.91万吨计算，每吨价值6.60元；如果考虑建设投资成本20,

072万元后，每吨价值19.86元。 评估过程已考虑投建成本，因此本次采矿权评估价值相对较

低。

4）投资建设成本对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每年以折旧摊销的形式收回投资成本， 在测算未来投资收益时已扣除了建设投资贷款

利息，故评估过程已考虑矿井的投建成本及未来融资情况。因此对采矿权估值和未来生产经

营的影响因素已在评估过程中考虑。

（5）在标的资产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增值率仍相对较高，请公司就该事项的合理性作进

一步说明

公司回复：标的资产持续亏损主要是因为其未开始正式生产，一直在完成采矿权等建矿

前期手续。

因大雁煤业取得该采矿权较早（从2005年开始），无形资产－采矿权科目就是支付采

矿权价款，截止2018年11月30日，共计支付采矿权价款840.19万元，摊销37.51万元，无形资

产账面价值为802.68万元。 由于该矿采矿权取得年份较早，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绝对数较小，

导致评估增值率较高。

收购价格按吨储量单价对比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评估价款（万

元）

评估可采储量

（万吨）

吨储量价格

（元/吨）

矿井建设

情况

煤种

1

安徽省亳州煤业有限公司信

湖（花沟）煤矿

252,205.45 27,817.99 9.07 在建 焦煤、1/3焦煤

2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孙疃

煤矿

100,279.43 11,881.45 8.44 投产 1/3焦煤、肥煤

3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祁南

煤矿

100,712.27 7,893.48 12.76 投产

1/3焦煤、气煤、肥

煤

4

安徽神源煤化工有限公司邹

庄煤矿

89,727.16 14,372.24 6.24 投产 1/3焦煤、气煤

5 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 10,782.92 1,513.91 7.12 拟建

焦煤、1/3焦煤、气

煤

注： 1、2、3、4项数据来源为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600985）于2018年1月披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标的资产的采矿权评估报

告，5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泰隆矿业公司收购大雁煤业采矿权评估报告

公司本次交易考虑到收购的煤矿处于拟建状态，吨储量价格对比同行业相对较低；同时

考虑到矿井后期投资资金及建设的风险，本次评估价值在合理范围内，因此，我们认为本次

交易定价合理。

四、关于价款支付及后续安排。 公告披露，股权转让款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3,

000万元，后续每月按市场价格支付价值1,000万元的焦炭，合同履行期限3个月。 债务承接

款项每月按市场价格支付价值1,000万元的焦炭，合同履行期限6个月。 焦炭不足部分以现

金或银行承兑汇票补齐。公告披露，宝泰隆矿业公司将承接大雁煤业的全部债务5,476.12万

元（包括大雁煤业欠建龙公司往来款5,147.90万元）。

请公司：（1）补充说明宝泰隆矿业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回复：截止2017年12月31日，宝泰隆矿业公司股本为130,000,000元，总资产602,

881,251.20元， 负债合计461,805,326.33元， 净资产141,075,924.87元， 营业总收入25,

608,360.10元，净利润-18,773,090.22元，以上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黑龙江分所审计并出具报告；截止2018年9月30日，宝泰隆矿业公司股本为130,000,

000元，总资产808,976,756.43元，负债合计668,381,524.97元，净资产140,595,231.46元，

营业收入16,274,763.50元，净利润-4,356,746.5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资金来源及后续资金安排

公司回复： 宝泰隆矿业公司收购大雁矿的资金来源于母公司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的自有资金投入，按合同约定每月以焦炭抵账或承兑汇票、现汇支付。

（3）本次股权转让及债务承接方式均涉及通过提供焦炭方式予以支付，请补充披露说

明公司与交易对方间此前是否存在日常的焦炭业务往来，以及具体数量和占比情况

公司回复：此前公司与建龙化工不存在日常焦炭业务往来。

（4）结合近一年公司月平均焦炭产值及对外销售情况，说明相关支付是否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经营

公司回复：公司2018年月平均焦炭产值及对外销售情况如下表：

焦炭（含焦粉焦粒） 月平均焦炭产量（万吨） 产值（万元）

月平均焦炭销量（万

吨）

销售金额（万元）

2018年 11.50 21,253.05 11.75 21,731.27

由上表可知，公司2018年月平均焦炭销售收入21,731.27万元，公司按市场价格每月支

付价值1,000万元的焦炭，仅占公司月平均焦炭销售金额的4.6%，因此相关支付不会影响公

司的正常经营。

五、债务承接支付的相关情况。

请公司：（1）补充披露通过承债方式在六个月内支付所欠款项的考虑

公司回复： 通过承债方式在六个月内支付所欠款项主要是考虑按六个月支付不会对公

司短期内现金流产生压力，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2）说明承债支付方式与现金支付方式二者是否互为前提，构成一揽子安排

公司回复：承债支付方式与现金支付方式二者是互为前提，构成一揽子安排。

（3）披露所承接债务的具体构成及往来款所涉及到的项目及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

对方、款项性质及涉及事项、未偿还或未结转原因、偿还期限、账龄及目前已提坏账等事项

公司回复：债务类的往来款

1、截至2018年11月30日，大雁煤业应付债权类往来款为其他应付款，其余额如下：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余额占比（%）

1年以内（含1年） 2,882,080.00 5.26

1年至2年（含2年） 2,210,785.60 4.04

2年至3年（含3年） 179,081.32 0.33

3年以上 49,489,264.42 90.37

合计 54,761,211.34 100.00

2、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余额占比（%）

关联方往来 51,479,031.34 94.01

其他 3,282,180.00 5.99

合计 54,761,211.34 100.00

3、账龄超过1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 51,379,131.34 母公司借款

张春玉 300,000.00 营运资金使用安排

杨云志 200,000.00 营运资金使用安排

合计 51,879,131.34

注：截至2018年11月30日，大雁煤业欠付建龙化工余额51,479,031.34元，其中，1年以

上金额为51,379,131.34元，大雁煤业为建龙化工的全资子公司，考虑到大雁煤业实收资本

仅3,000,000.00元， 因此， 款项形成主要是大雁煤业在成立初期运营期内支付矿井建设资

金、后期支付整合矿井采矿权价款和经营资金所致，因大雁煤业未开始正式生产，一直在完

成采矿权等建矿前期手续，该公司没有营业收入，也没有利润，因此没有能力偿还借款，具体

明细如下：

债权单位 借款方式 款项性质 金额（元）

黑龙江建龙化工有限公司

垫付 代垫工资及费用款 155,529.33

货币资金 借款 51,323,502.01

合 计 - - 51,479,031.34

六、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就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合理性、标的资产质量及后续投

建风险等发表意见，董事会就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进行说明。请独立董事从中小股东

利益出发，对交易的合理性、公允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就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合理性、标的资产质量及后续投建

风险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2018年1-3季度采购原煤299.88万吨， 其中自产原煤20.37万吨， 外购原煤

279.61万吨。 2019年公司预计原煤需求为450万吨，其中焦煤380万吨，无烟煤70万吨，公司

自有煤矿供给率一直在15%以下。我们认为：本次收购煤矿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向公司提供

原煤30万吨左右，可以提高公司原煤自供比例，保障公司对原材料需求，降低原煤价格波动

给公司带来的风险，保证公司利润的平稳增长，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2）本次交易经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出具

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评报字[2018]

第1226号）；经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审

计，出具了《宝清县大雁煤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黑审字[2018]0285号）；最后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的《七台河宝泰隆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01455号），大雁煤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413.81万元。 经

宝泰隆矿业公司与转让方建龙公司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852.10万元，与

评估价值相比减值10.38%。

收购价格按吨储量单价对比表具体详见三、（5）。

公司本次交易考虑到收购的煤矿处于拟建状态，吨储量价格对比同行业相对较低；同时

考虑到矿井后期投资资金及建设的风险，本次评估价值在合理范围内，因此，我们认为本次

交易定价合理。

（3）大雁煤业于2012年完成了《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整合扩储岚峰小青山煤

炭详查储量核实报告》的评审工作，并于同年9月经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共批准开采

13个煤层，评审备案储量2,491.88万吨，其中焦煤1,785.15万吨，1/3焦煤120.28万吨，气煤

586.45万吨。 矿区生产规模：30万吨/年，矿区面积：10.0541平方公里，预计矿井服务年限为

36年。 该矿区所产煤种全部为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

本次交易， 公司总裁办公会授权公司主管矿业事务副总裁焦贵金先生带领矿业专业人

员对大雁煤业现场进行了调查，取得了大雁煤业自设立以来的工商登记资料、《中华人民共

和国采矿许可证》（证号：C2300002011061120113803）、《黑龙江省宝清县（岚峰矿区）建

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整合矿区范围）煤炭资源/含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

明（黑国土资储备字[2012]066号）、《黑龙江省宝清县（岚峰矿区）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

（整合矿区范围）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黑矿储评字[2012]060号）、《〈矿

产资源开发方案〉评审认定书》（编号：2012-92）等主要资料之后，对大雁煤业现状进行了

分析后，报告给公司总裁办公会，经总裁办公会充分讨论后决定先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大

雁煤业的企业价值进行整体评估。 评估结论出来后由公司副总裁焦贵金先生与建龙化工协

商确定了收购对价及支付方式等。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在第三方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全面审计、

评估后，在充分了解大雁煤业公司现状后才与交易对方确定收购价款。后续待黑龙江省煤矿

安全监察局核审批准《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安全设施设计》后，即可办理

开工备案进入建设阶段，公司尚需投入约3亿元左右，建矿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和销售收入，

宝泰隆矿业公司将会根据资金情况进行建设。 后续建设存在风险，包括：资源整合安全设施

设计尚需黑龙江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批准，批准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矿井建设前需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质量监督等相关单位进行设计，设计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建设过程中因北方冬季

时间较长，是否在建设周期内完工存在不确定性；矿井建成后需多个部门进行验收，完成验

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1） 公司2018年1-3季度采购原煤299.88万吨， 其中自产原煤20.37万吨， 外购原煤

279.61万吨。 2019年公司预计原煤需求为450万吨，其中焦煤380万吨，无烟煤70万吨，公司

自有煤矿供给率一直在15%以下。 我们认为：通过本次收购可以提高公司原煤自供比例，保

障公司对原材料需求，降低原煤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2）本次交易经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评估，出具

了《（黑龙江省）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地博评报字[2018]

第1226号）；经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审

计，出具了《宝清县大雁煤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黑审字[2018]0285号）；最后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的《七台河宝泰隆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拟收购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01455号），大雁煤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413.81万元。 经

宝泰隆矿业公司与转让方建龙公司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852.10万元，与

评估价值相比减值10.38%。

收购价格按吨储量单价对比表具体详见三、（5）。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交易考虑到收购的煤矿处于拟建状态，吨储量价格对比同行业相对

较低；同时考虑到矿井后期投资资金及建设的风险，本次评估价值在合理范围内，因此，我们

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交易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并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