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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5－094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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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 月16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5年12月21日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参与表决董事14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人。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鉴于项目建设初期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

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 保本型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

款，办理银行定期存款等。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当日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 公司5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代表人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1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5－095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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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6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以

通讯方式举行。 应参与表决监事4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4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

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办理银行定期存款等。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5－096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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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额度：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累计循环使用。

●投资品种：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办理银行定期存款

等。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以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12

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办理银行定期存款等。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75号）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23,425,858

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格人民币14.7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3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16,5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3,283,499,922.66元。 上述资金于2015年12月2

日到账，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600号

《验资报告》。

二、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额度

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

（二）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购买投资期限为不超过12个月的低风险、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办理银

行定期存款等。

（三）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

购买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

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

和收益等。

（六）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理财产品发行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管理层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要求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资金管理的专项内控制度，规范内部审批机制。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

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公司管理层审议后实施。

（三）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

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度安排和

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外，通过进行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认为：在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

定。 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认为：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歌

华有线通过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4、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5-075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2015年12月17日发出，2015年12

月20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参

加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合作方共同经营大连部分区域天然气市场的议案 （详见

2015-077号专项公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5-076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七次监事会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七次监事会会议（临时）通知于2015年12月17日发出，2015年12

月20日上午在济南市高新区港兴三路北段济南药谷1号楼B座310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下列事项的合

法性和规范性进行了审议：

经表决， 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合作方共同经营大连部分区域天然气市场的议案 （详见

2015-077号专项公告）。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5-077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拟与合作方共同经营

大连部分区域天然气市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培育天然气业务，拓展东北地区天然气市场，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大连益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益民” ）、普兰店市益民燃气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普兰店益民” ）及其相关合作方签署协议，拟共同开发经营大连市普兰店市、普湾新

区及大连庄河市天然气业务。

本次合作有利于发挥合作各方优势、实现共赢发展的目的，实现了公司在东北市场尤其是大连

地区天然气市场的布局，对加快公司天然气业务全国范围的战略部署和增加未来收益具有战略意

义。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形。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5年12月20日召开八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临时），会议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上述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履行持

续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决策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大连益民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0月，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迎客路8号，注

册资本：368万元，注册号：91210211242386823J，法定代表人：杨骥，控股股东为侯仁敏，经营范围：

管道液化气开发、咨询与技术服务等。

2.普兰店市益民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注册地址：辽宁省普兰店市丰荣办事处

西泡子村，注册资本：50万元，注册号：210282000008866，法定代表人：韩秀琴，主要股东为韩秀琴，

经营范围：液化气、燃气器具销售；燃气、新型燃料开发。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合作交易标的为：

1.大连益民实业有限公司、普兰店市益民燃气开发有限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大连胜益新能

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大连胜益” ）51%股权。

大连胜益以各方认可的天然气资产出资设立，注册资本拟定为3,500万元（以最终资产的审计

评估和工商注册为准）。

2.大连益民实业有限公司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庄河市胜益新能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

为准，以下简称“庄河胜益” ）51%股权。

庄河胜益以各方认可的天然气资产出资设立，注册资本拟定为2,500万元（以最终资产的审计

评估和工商注册为准）。

上述两标的公司预计未来三年天然气销售收入约3亿元左右。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

交易对方将优质天然气资产分别注资装入新设的燃气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大连胜益新能源

有限公司及庄河市胜益新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别收购上述标的公司51%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

东。 双方以上述新设公司为合作平台共同开发经营大连市普兰店及庄河等燃气市场。

2.交易对价

合作方一致认可：大连胜益交易对价先期根据资产现状暂按不超过人民币1,785万元确定，三

年后按大连胜益2016-2018年平均净利润数（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10倍乘以51%调整确定，但交

易对价不高于人民币4,845万元；庄河胜益51%股权所付出的交易对价不超过2,550万元，交易对方

拟对本公司提供必要的业绩承诺。

上述交易具体股权转让价款参考资产注入后对新公司审计和评估结果确定，并在正式股权转

让协议予以约定。

3.价款的支付

自本协议生效后7日内，办理完毕质押、抵押及担保手续后，本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其

中支付受让大连胜益51%股权转让款1,249万元（其中定金300万元），支付受让庄河胜益51%股权

转让款1,020万元（其中定金200万元）。

交易对方以股权或有关实物资产为本公司提供质押、抵押，交易对方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

以个人资产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后续资金的支付按双方正式股权转让协议执行。

4.担保及违约条款

本协议及未来双方签署的后续协议项下的本公司、大连益民的全部合同义务由各自股东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协议终止及违约责任

合作协议签署后，除非经相关各方协商一致并签署相关书面文件后，本协议及未来签署的正式

协议不可终止。

除法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及本协议豁免的条款外，任何一方均不得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及未来签

署的正式协议。 如有违反，违约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封顶价总额10%支付违约金，同时依法

适用定金罚则并赔偿因其单方终止协议而给其他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６.其他条款

公司取得大连胜益、庄河胜益控股权后，为加速其业务拓展，公司将根据其需要提供有偿财务

资助，具体按上市公司相应决策程序执行。

7.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公章后或个人签字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开发经营东北地区天然气市场，实现公司在东北市场天然气市场的突破，

有利于公司在大连市场实现更大作为,�对加快公司战略转型和增加未来收益具有战略意义。

六、其他事项

本协议项下相关手续正在办理，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持

续信息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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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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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2月14日以

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表决的董

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 通过《关于下属子公司出售股权及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5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同意蒲白矿业将白水煤矿100%股权以经评估净资产值6,309.68万元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给蒲白矿务局； 同意铜川矿业将所持徐家沟煤矿100%股权以经评估净资产值3,799.12万元的价格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铜川矿务局； 同意铜川矿业将所持鸭口煤矿100%股权以经评估净资产值4,599.92

万元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铜川矿务局；同意铜川矿业将所持王石凹相关资产以经评估净资产

值10,269.63万元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铜川矿务局； 同意澄合矿业将所持王斜矿相关资产以

经评估净资产值14,096.94万元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澄合矿务局， 并同意授权经营层办理本

次交易涉及的标的企业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及标的资产过户及交接相关事宜。

本议案涉及陕西煤业与陕煤化集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照乾、华炜、闵龙、李向东已经回避表决。

有关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出售股权及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601225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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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子公司出售所持股权及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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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风险：无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所属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陕西煤业” ）全资子公司陕西陕煤蒲白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白矿业”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陕西蒲白白水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白水煤矿” ）100%股权转让给蒲白矿务局；陕西煤业全资子公司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铜川矿业”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陕西铜川徐家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徐家沟

煤矿” ）100%股权、陕西铜川鸭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鸭口煤矿” ）100%股权、陕西陕煤铜川

矿业有限公司王石凹煤矿（以下简称“王石凹” ）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给铜川矿务局；陕西煤业全资子公

司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合矿业”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

限公司王村煤矿斜井（以下简称“王斜矿” ）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给澄合矿务局。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由于蒲白矿务局、铜川矿务局及澄合矿务局为公司的关联方，该等交易构成公司与蒲白矿务局、铜川

矿务局及澄合矿务局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蒲白矿务局为陕西煤业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集团” ）所属

企业，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陕煤化集团持有蒲白矿务局100%的权益。

铜川矿务局为陕西煤业控股股东陕煤化集团所属企业，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陕煤化集团持有铜川

矿务局100%的权益。

澄合矿务局为陕西煤业控股股东陕煤化集团所属企业，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陕煤化集团持有澄合

矿务局100%的权益。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蒲白矿务局

企业名称：蒲白矿务局

住所：蒲城县罕井镇

注册资本：19,750万元

法定代表人：雷贵生

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生产、销售，铁路运输，火力发电，灰渣综合利用，饮用纯净水生产销售，地层测绘

勘探、工程钻探施工，水泥、水泥速凝剂、高铝粘土（高岭土）制造加工、耐火材料、铸造矿车、矿用支护产

品、煤矿专用设备及配件制造修理、木制工业及建筑配件加工、印刷、排版、打字、复印、矿用设备及配件、

缆线材、黑色、有色金属及其制品、炉料及其产品、火品、汽油、柴油、润滑油、建筑材料、木材、钢材、机电产

品、劳保、农副土特产品、电器机械及器材、百货、五金交电、住宿，商标印制，餐饮、局内电信、宽带，房屋设

备租赁，小区物业管理，机车维修、线路维护、机械加工，生产、生活设施配套服务，各种纸制品及纸箱的销

售，煤矸石综合利用；矿区供暖、供热、供水（许可项目限分支经营）(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从其规定)。

蒲白矿务局为陕煤化集团的所属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陕西省国资委” ）。

截止2014年12月31日，蒲白矿务局经审计总资产为255,074.02万元，净资产为-98.67万元；2014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37,376.60万元，实现净利润-28,628.21万元。

2、铜川矿务局

企业名称：铜川矿务局

住所：铜川市王益区红旗街11号

注册资本：49,116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蓬

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工矿物资、矿山配件、建材、机械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安装；矿山井巷工程、工业与民用建

筑；劳务派遣；煤矿托管及煤炭安全生产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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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川矿务局为陕煤化集团的所属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截止2014年12月31日，铜川矿务局经审计总资产为661,027.10万元，净资产为35,719.78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312.45万元，实现净利润-42,552.63万元。

3、澄合矿务局

企业名称：澄合矿务局

住所：澄城县南大街388号

注册资本：44,077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冬生

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煤炭销售、焦炭销售、汽车货运、煤炭矿山（含房屋）、工程建筑安装、住宿、饮食

服务、煤矿专用设备及配件制造、橡胶制品、轴承、电焊条、五金交电、农机具、汽车摩托车修理、汽车配件、

电气机械修理、矿井、建筑工程设计。铁路运输（仅限自用铁路专线内），煤矿机电修理，理容、洗车。供电、

电力生产、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工器材（不含电线、电缆）销售。承担复杂地质条件下的井位选定、施工、

旧井修复和事故处理能力。灌注桩工程。中型矿井及以下煤炭地质勘查项目和相应的水文地质、水源勘查

项目及矿区工程地质、注浆加固、灭火等钻探工程施工，房屋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后勤服务管理，物资采

购与供应，设备租赁，供暖。 （范围中，法律、法规或国务院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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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合矿务局为陕煤化集团的所属企业，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澄合矿务局经审计总资产为830,546.31万元，净资产为80,310.90万元；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109.84万元，实现净利润-11,169.7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蒲白矿业所持的白水煤矿100%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铜川矿业

所持有的徐家沟煤矿100%股权、鸭口煤矿100%股权、下属子公司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公司全资子公

司澄合矿业所持有下属子公司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

该等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白水煤矿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蒲白白水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4月30日

公司住所：陕西省白水县冯雷镇

注册资本：1,68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根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自产煤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2月22日）；煤炭和煤拌生物

加工和综合利用；煤矿设计、测量、勘探、服务咨询；矿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维修；矿用支护产品、水

泥制品、风筒、劳保用品生产和加工；工矿设备和物资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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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蒲白矿业出资1,680万元，出资比例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总资产 451,168,596.61 437,983,123.57

负债合计 631,911,027.32 383,972,987.36

股东权益合计 -180,742,430.71 54,010,136.21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27,790,342.02 6,488,898.19

利润总额 -119,766,913.96 -67,947,433.08

净利润 -123,172,194.76 -67,947,433.08

注：2014年度数据及2015年1-9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 ）审计，详情参见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估” ）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

XAV1098D01号），以2015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白水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6,309.68万元，评估增值

为908.67万元。

（三）徐家沟煤矿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铜川徐家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0日

公司住所：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

注册资本：1,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福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销售及技术服务（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0月1日）；劳务输出；安

全帽、自救器、防爆防水袋的生产、销售及仪表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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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铜川矿业出资1,800万元，出资比例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总资产 300,392,991.81 276,639,758.80

负债合计 611,808,501.09 226,117,030.70

股东权益合计 -311,415,509.28 50,522,728.10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37,166,249.06 4,331,739.54

利润总额 -186,890,196.02 -90,336,847.12

净利润 -186,890,196.02 -90,356,177.27

注：2014年度数据及2015年1-9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希格玛审计， 详情参见

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4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徐家沟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3,799.12万元，评估增值为-1,253.16万元。

（四）鸭口煤矿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铜川鸭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0日

公司住所：铜川市印台区广阳镇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兰阿利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0月1日）。

2、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

铜川矿业出资2，000万元，出资比例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总资产 202,657,709.22 193,187,706.96

负债合计 503,469,400.03 137,743,475.10

股东权益合计 -300,811,690.81 55,444,231.86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43,904,357.67 1,933,551.56

利润总额 -137,899,584.47 -82,273,956.07

净利润 -137,899,584.47 -82,273,956.07

注：2014年度数据及2015年1-9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希格玛审计， 详情参见

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5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鸭口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4,599.92万元，评估增值为-944.49万元。

（五）王石凹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王石凹煤矿

成立日期：2003年3月13日

公司住所：铜川市王石凹

负责人：解耀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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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总资产 315,005,390.69 287,787,764.69

负债合计 102,811,355.64 245,989,034.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2,194,035.05 41,798,729.89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222,291,954.46 11,857,380.23

利润总额 -103,629,467.48 -164,193,032.82

净利润 -103,629,467.48 -164,193,032.82

注：2014年度数据及2015年1-9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希格玛审计， 详情参见

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3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评估价值10,269.63万元，评估增值为6,089.75万元。

（六）王斜矿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王村煤矿斜井

成立日期：2004年7月9日

公司住所：澄城县庄头乡李家河

负责人：胡鹏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炭的生产、自产煤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0月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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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总资产 349,982,649.53 348,650,773.76

负债合计 561,950,529.13 286,489,745.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1,967,879.60 62,161,028.53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1-9月

营业收入 84,136,640.87 42,494,745.82

利润总额 -134,492,532.71 -54,493,620.32

净利润 -131,608,068.81 -58,198,576.41

注：2014年度数据及2015年1-9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希格玛审计， 详情参见

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2号），以2015年9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评估价值14,096.94万元，评估增值为7,880.84万元。

（七）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和评估对标的股权及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书，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1号），以2015年9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白水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6,309.68万元。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4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徐家沟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3,799.12万元。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5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鸭口煤矿净资产评估价值4,599.92万元。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03号），以2015年9月30日

为评估基准日，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评估价值10,269.63万元。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15）第XAV1098D02号），以2015年9月30日为

评估基准日，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评估价值14,096.94万元。

上述标的股权及资产评估结果尚待陕西省国资委备案。

据此，除非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该等评估结果有所调整，依据上述经评估的标的企业股权及资产的

净资产值作为定价基础，本次转让价格合计39,075.29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另行披露的相关评估报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签署方

转让白水煤矿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订约方为蒲白矿业及蒲白矿务局。转让徐家沟煤矿100%股

权、 鸭口煤矿10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资产转让协议订约方为铜川矿业及

铜川矿务局。 转让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资产转让协议订约方为澄合矿业及澄合矿务局。

（二）转让标的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之条件与方式，（i）蒲白矿业同意向蒲白矿务局一次性转让其持有的白水煤

矿100%股权；（ii）铜川矿业同意向铜川矿务局一次性转让其所持有的徐家沟煤矿100%股权、鸭口煤矿

100%股权及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iii）澄合矿业同意向澄合矿务局一次性转让其所持有的王斜矿相

关资产及负债。

（三）转让价格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除非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该等估值结果有所调整，蒲白矿务局、铜川矿务局及澄

合矿务局将向蒲白矿业、铜川矿业及澄合矿业支付总价款为39,075.29万元，其中（i）6,309.68万元为蒲

白矿务局向蒲白矿业支付转让白水煤矿100%股权的转让价格；（ii）3,799.12万元为铜川矿务局向铜川

矿业支付转让徐家沟煤矿100%股权的转让价格；（iii）4,599.92万元为铜川矿务局向铜川矿业支付转让

鸭口煤矿100%股权的转让价格；（iv）10,269.63万元为铜川矿务局向铜川矿业支付转让王石凹相关资

产及负债的转让价格；（v）14,096.94万元为澄合矿务局向澄合矿业支付转让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的

转让价格。

蒲白矿务局、铜川矿务局及澄合矿务局将支付予蒲白矿业、铜川矿业及澄合矿业的转让价格总额乃

订约各方经参考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示于评估基准日白水煤矿100%股权、徐家沟煤矿100%股

权、鸭口煤矿100%股权、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和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的评估价值（分别为6,309.68

万元、3,799.12万元、4,599.92万元、10,269.63万元及14,096.94万元）后经公平协商而确定。

蒲白矿务局、铜川矿务局及澄合矿务局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件及方法向蒲白矿业、铜川

矿业及澄合矿业收购上述股权及资产并支付相关对价。

（四）协议的生效

该等股权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协议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公章后；

2、有关订约方的内部审批程序批准该等交易；

3、陕西省国资委批准该等交易。

（五）价款的支付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资产转让协议，（i）就转让白水煤矿100%股权而言，蒲白矿务局将于协议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向蒲白矿务局支付股权转让款；（ii）就转让徐家沟煤矿100%股权而言，铜川矿务局将于协

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铜川矿业支付股权转让款；（iii）就转让鸭口煤矿100%股权而言，铜川矿务局将

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铜川矿业支付股权转让款；（iv）就转让王石凹相关资产及负债而言，铜川矿

务局将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铜川矿业支付资产转让价款；（v） 就转让王斜矿相关资产及负债而

言，澄合矿务局将于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澄合矿业支付资产转让价款。

（六）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协议项下的义务，除应继续履行协议外，给对方造成经济及其他损失的，应充分、有效、

及时赔偿对方损失。

（七）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登记办理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归蒲白矿业、铜川矿业及澄合矿业享

有或承担。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业务整合等改革措施，维护本公司业绩，有利于人员

结构调整和矿区稳定，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公司在煤炭行业的竞争力。 该项关联交

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

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2月21日，公司2015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出售所持

股权及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杨照乾、华炜、闵龙、李向东已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

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李金峰先生、万永兴先生及盛秀玲女士事前认可；独立

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为了有效应对行业形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业务整合等改革措施，将部分所属企

业股权及资产转让给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企业。 本项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业务整合等改革措施，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其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陕西省国资委已批准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本次交易，标的股权及资产评估结果尚待陕西省国

资委备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蒲白矿务局、铜川矿务局及澄合矿务

局未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相关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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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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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2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财联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0,920,66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耀棠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徐勇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886,063 99.99 34,600 0.01 0 0.0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2,448 99.98 39,400 0.02 0 0.0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96,048 99.98 25,800 0.02 0 0.00

2.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2.05议案名称：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1,948 99.98 39,900 0.02 0 0.00

2.06议案名称：锁定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2,448 99.98 34,600 0.02 4,800 0.00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0,448 99.98 36,600 0.02 4,800 0.00

2.10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6,748 99.98 35,100 0.02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7.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惟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认购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884,063 99.99 36,600 0.01 0 0.00

7.02议案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赛富通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人西

藏蓝山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合富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884,063 99.99 36,60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2,448 99.98 39,400 0.02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87,248 99.98 34,600 0.02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章勇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880,763 99.99 35,100 0.01 4,80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4,228,420 99.83 39,400 0.17 0 0.00

2.02 发行方式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242,020 99.89 25,800 0.11 0 0.00

2.04 发行数量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2.05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4,227,920 99.83 39,900 0.17 0 0.00

2.06 锁定期安排 24,228,420 99.83 34,600 0.14 4,800 0.03

2.07 上市地点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2.08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归属

24,226,420 99.82 36,600 0.15 4,800 0.03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有效期限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3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5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4,232,720 99.85 35,100 0.15 0 0.00

6

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7.01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惟冉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签署《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24,231,220 99.84 36,600 0.16 0 0.00

7.0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

佛山赛富通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

人西藏蓝山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合富投资有限公司签

署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

购协议》

24,231,220 99.84 36,600 0.16 0 0.00

8

关于公司与佛山市南海燃

气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

件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24,228,420 99.83 39,400 0.17 0 0.00

10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

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

的议案

24,233,220 99.85 34,600 0.15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2、第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海珠、卢润姿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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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市南海区自来水价格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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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蓝环境” 或“公司” ）近日收到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

局文件《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调整自来水价格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发改

价〔2015〕37号），对佛山市南海区自来水价格进行调整，具体方案如下：

一、适当提高各类别用水价格，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一）统一佛山市南海区终端用水价格，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具体用水类别和调整前后用水价格

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m3

序号 用水类别 单价

1 居民阶梯水价

第一级≤23m3 1.80

23�m3＜第二级≤36�m3 2.70

第三级＞36�m3 5.40

2 非居民用水水价 2.40

3 特种用水水价 4.38

注：上表的居民阶梯水价方案以每户家庭4人的月用水量计算。 若居民家庭人数超过4人的，每增加1

人，每阶梯用水量增加5� m3。

（二）调整特种用水类别范围。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水利厅＜关

于进一步完善自来水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粤价〔2012〕232号）文件要求，调整佛山市南海区

特种用水范围，即特种用水包括营业性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沐浴、纤体中心、水疗、沐足、美容美发、健身

室和外轮、洗车等的用水。

（三）未实行“一户一表”的合表用户暂不执行居民阶梯水价，用水价格按1.90元/m3的标准计收。出

租屋和集体宿舍等凭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办理合表水价，按1.90元/m3计缴。

（四）学校、幼儿园、福利机构等用水价格按居民用水第一阶梯标准1.80元/m3计算，不执行阶梯水

价。

（五）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用水价格优惠。 对低收入困难家庭不超过居民第一阶梯用水量（即每

月用水量不超过23m3）的部分实行6折优惠，超过部分按各阶梯价格据实计收。

二、调整瀚蓝环境的趸售水价。

瀚蓝环境趸售价格在现行的基础上提高0.15元/� m3，即：趸售给镇级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价格从现

行的1.372元/� m3调整为1.522元/� m3，趸售给直供水抄总表村（居）委的自来水价格从现行的1.437元/�

m3调整为1.587元/� m3。

三、建立自来水价格与水资源费、价格调节基金的联动机制。

自来水综合水价已包含水资源费和价格调节基金，当水资源费、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因上级政策

调整发生变化时，由供水企业向区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统一的联动机

制调整自来水价格，不再另行召开价格听证会。

四、执行时间

从2016年1月的抄见水量起执行。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