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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公司
放弃优先认缴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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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
控股子公司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智慧
物流”）拟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40,000 万元（“本次增资”）。
兖州煤业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并同意引入兖矿集团有限
公司（“兖矿集团”）作为新股东认缴部分增资。本次增资视
同兖州煤业向兖矿集团出售海南智慧物流股权，本次增资完成
后，海南智慧物流将成为兖矿集团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
兖矿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于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本
公司约 56.01%股份，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公司与兖矿集团过去 12 个月内发
生的关联交易详情，请参见本公告“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
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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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泰中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泰中物产”）、中国华能集团燃料有
限公司（“华能燃料”）及海南智慧物流签署《兖矿（海南）智慧物
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海南智慧物流以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确定的增资价格（即 1.4084 元/股）增加注册资本金 40,000
万元，其中，公司及华能燃料放弃增资优先认缴权；引入新股东兖矿
集团出资 31,548.16 万元（其中 22,400 万元作为海南智慧物流增加
的注册资本金）；原股东泰中物产出资 24,787.84 万元（其中 17,600
万元作为海南智慧物流增加的注册资本金）。本次增资视同兖州煤业
向兖矿集团出售海南智慧物流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南智慧物流
将成为兖矿集团控股子公司。
兖矿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
有本公司约 56.01%股份。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本次增资构成
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人民币 776,920 万元，法定代表
人李希勇，是以煤炭采选和贸易为主，以煤化工、机电装备制造、电
解铝（正逐步过渡到铝型材深加工）、材料销售、工程施工等多产业
为辅的大型国有企业，其中煤炭业务是其核心业务。
兖矿集团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13,279.21

31,854,801.52

资产净额

10,497,014.28

10,073,479.18

项

目

营业收入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15,081,0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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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
（经审计）
28,548,035.96

项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目

净利润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381,653.03

894,523.11

三、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海南智慧物流为兖州煤业控股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在海南
省海口市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主要从事保税仓储、仓储
运输，煤炭批发经营；供应链管理；煤炭供应链咨询服务；销售棉花、
未经加工的豆类、焦炭和燃料油、矿产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业务。
（一）股权结构
目前，海南智慧物流股权结构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兖州煤业

5,100

51%

泰中物产

3,900

39%

华能燃料

1,000

10%

合计

10,000

100%

（二）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0〕第 5426 号），海南智慧物流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海南智慧物流合并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3,977.07

295,171.50

46,175.31

负债总额

452,208.66

283,760.79

36,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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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项目

11,768.41

11,410.71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度

10,023.07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49,308.13

506,981.25

335.94

利润总额

623.33

2,083.51

25.66

净利润

357.70

1,387.63

23.08

海南智慧物流母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5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29,467.33

295,130.18

46,175.31

负债总额

417,744.16

283,741.22

36,152.24

净资产

11,723.17

11,388.96

10,023.07

项目

2020 年 1-5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49,233.82

506,929.89

335.94

利润总额

591.65

2,054.38

25.66

净利润

334.21

1,365.88

23.08

（三）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1083 号），截至评估基准
日 2020 年 5 月 31 日，海南智慧物流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人民币
11,723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人民币
14,084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2,361 万元,增值率 20.14%。
四、本次增资方案
相关各方拟以现金方式向海南智慧物流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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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并同意引进兖矿集团作为
新股东认缴部分增资。
（二）华能燃料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并同意引进兖矿集团
作为新股东认缴部分增资。
（三）泰中物产行使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及认缴华能燃料放弃的
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中的 50%，并同意引入兖矿集团作为新股东认缴
部分增资。
（四）兖矿集团作为新股东，认缴公司放弃的本次增资优先认缴
权及华能燃料放弃的本次增资优先认缴权中的 50%。
本次增资后，海南智慧物流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 亿元，其股权
结构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兖矿集团

22,400

44.8%

泰中物产

21,500

43%

兖州煤业

5,100

10.2%

华能燃料

1,000

2%

合计

50,000

100%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主体
兖州煤业、兖矿集团、泰中物产、华能燃料、海南智慧物流。
（二）增资价款
兖矿集团以现金方式向海南智慧物流出资人民币 31,548.16 万元；
泰中物产以现金方式向海南智慧物流出资人民币 24,787.84 万元。
（三）增资缴付
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实缴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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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效条件
协议于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
1.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2.各方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
（五）交割
1.本次增资视同兖州煤业向兖矿集团出售海南智慧物流，兖州煤
业应在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或在兖矿集团和兖州煤业一致同意
的任何其他日期进行本次增资后的交割。
2.海南智慧物流与兖州煤业及兖州煤业成员单位存在的尚未结清
的借款、
担保及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海南智慧物流应在交割前：
（1）
根据借款合同/协议所约定的商业条件向兖州煤业及兖州煤业成员单位
偿还完毕有关借款及利息，无论该等借款是否到期；（2）解除兖州煤
业及兖州煤业成员单位为海南智慧物流提供的担保；（3）结清与兖州
煤业及兖州煤业成员单位的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确保符合上市监管
规定。
3.在交割前，海南智慧物流与兖州煤业及兖州煤业成员单位不再
新发生借款、担保及其他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六、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海南智慧物流毛利率较低，现金流贡献较少。本次增资视同公司
将海南智慧物流出售给兖矿集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
聚焦主业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且对公司利润总额影响较小。
七、本次交易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 10 人，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8 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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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审议并批准本次交易，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前，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独立董事参考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金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公司放弃海南智慧物流增资优先认缴权，并同意引入兖矿集团
作为新股东认缴部分增资，该事项视同公司将海南智慧物流出售给兖
矿集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聚焦主业发展，提升核心
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3.公司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价格以
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
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委员会审核意见
依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委员会。独立董事
委员会就本次交易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金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公司放弃海南智慧物流增资优先认缴权，并同意引入兖矿集团
作为新股东认缴部分增资，该事项视同公司将海南智慧物流出售给兖
矿集团，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聚焦主业发展，提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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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3.公司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价格以
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
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四）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与兖矿集团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发生临时性关联交易 3 次
（因
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故不包括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收购兖矿集团相关资产关联交
易），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 52,806.89 万元，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0.83%。
（一）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端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兖
矿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5,339.77 万元交易价格受
让兖矿集团所持青岛东方盛隆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与兖矿集团、上海中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期”）签署《增资协议》，公司与兖矿集团按各自持股比
例以现金方式向上海中期增资。增资每股定价为上海中期最近一期经
审计每股净资产，即人民币 1.62 元/股，公司与兖矿集团分别缴纳交
易对价人民币 3.24 亿元（其中人民币 2.00 亿元作为上海中期增加的
注册资本金）和人民币 6.48 亿元（其中人民币 4.00 亿元作为上海中
期增加的注册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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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兖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
兖矿集团全资附属公司兖矿电铝（香港）有限公司签署《兖煤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股权购买协议》及《兖煤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股权购
买协议》，兖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7,863.05 万元、
人民币 7,204.07 万元出售兖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兖煤国际（新加
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和独立董事委员会发表
的意见
（三）《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四）《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汇
会审〔2020〕第 5426 号）
（五）《兖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的兖
矿（海南）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
告》（东洲评报字〔2020〕第 1083 号）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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