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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330,961,809 股
发行股票价格：6.19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2,048,653,597.71 元
募集资金净额：2,023,988,070.67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股票上市数量：330,961,809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20 年 12 月 30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

获配股数
认购对象

号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

（股）

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3,796,442

580,599,975.98

6 个月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3,279,483

329,799,999.77

6 个月

3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8,465,266

299,999,996.54

6 个月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63,163

130,999,978.97

6 个月

5

李志华

16,155,088

99,999,994.72

6 个月

16,155,088

99,999,994.72

6 个月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6

公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7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15,185,781

93,999,984.39

6 个月

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662,356

65,999,983.64

6 个月

9,693,053

59,999,998.07

6 个月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
9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0

徐建业

9,693,053

59,999,998.07

6 个月

11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93,053

59,999,998.07

6 个月

9,693,053

59,999,998.07

6 个月

6,462,035

39,999,996.65

6 个月

4,846,526

29,999,995.94

6 个月

4,846,526

29,999,995.94

6 个月

1,171,843

7,253,708.17

6 个月

330,961,809

2,048,653,597.71

云 南金种子 股权投 资基金合 伙企业
12

（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13

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
金）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

14

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

15
16

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孙兆栋
合计

上述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
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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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神火股份、发行人、上市
公司、公司

指

A 股/普通股/股票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本报告书

指

股东大会

指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
神火股份人民币普通股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行为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验资机构、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

注 1：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本报告书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 2：如无特殊说明，本报告书中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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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enan Shenhuo Coal & Power Co.,Ltd

成立日期

1998年8月31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SZ

发行前股本

1,900,500,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宏伟

董事会秘书

吴长伟

注册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

邮政编码

476600

所属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公司网址

http://www.shenhuo.com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706784652H
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限分支机构)，煤炭销售(凭证)；矿用器材销
售(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电解铝、铝合金、铝型材及延伸产品
的生产、加工、销售；废铝加工；碳素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经营范围
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围凡需前置审批或国家有相关规定的，
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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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以下内部决策程序：
2018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七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议案。
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议案。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七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拟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七届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符
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议案、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议案。
2020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议案、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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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延
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拟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取得河南省国资委下发的批复文件，同意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河南神火煤电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96 号），核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1、2020 年 12 月 4 日，安永华明对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
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认购资金缴存于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户的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1348484_R01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发行对象缴付的认
购资金总计人民币 2,048,653,597.71 元已缴入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账户（开户银
行：中国银行北京东大桥路支行，户名：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
32076625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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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 12 月 8 日，中信建投证券向神火股份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
了认股款（扣除本次发行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后的净额）。同日，安永华
明审验了神火股份截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止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而新增注册资
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并出具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1348484_R02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止，发行人已发行 A 股股票计 2,231,461,809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6.19 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 2,048,653,597.71 元，扣减已支付的相关发行费用后发行人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2,023,988,070.67 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
人将依据《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并按要求履行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程序，后续
三方将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登记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
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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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过程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河南神火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共计 88 名特
定投资者，并于 11 月 23 日报送了相关机构的承诺函等发行启动材料。由于当时
市场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请在报送《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基础上，增加如下 10 名
特定投资者：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

徐建业

3

李志华

4

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7

中泰华信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

序号

投资者名称

8

朴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中国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5 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合计 98 名特定投资者（以下单独或合称“认购对象”）发出《河南神火煤电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
其附件《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以下简称“《申
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上述投资者包括：2020 年 10 月 31 日收盘后
发行人可联系到的前 20 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其关联方）、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23 家、证券公司 12 家、保险公司 5 家、已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28 家，以及在报送《投资者名单》后新增的 10 家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相关安排、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特别提示等内容。《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
申报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发行人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认购金额和
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鉴于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股份数量低于中国证监会批文核
准数量（380,100,000股），认购资金未达到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204,865.36
万元），且认购对象未超过35名，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启动追加认购
程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0年11月26日至2020年12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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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已发送《认购邀请书》的98名投资者和新增加的15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合计113名投资者发送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认购
邀请书》及其附件《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追加申购报价单》
等认购邀请文件，新增加的15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孙兆栋

4

巩伟

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

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12

河南农投金控新动能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14

中证焦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葛昌明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11 月 24 日。本次发行的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 2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
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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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计算）的 90%（以下简称“发行底价”）。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A 股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普通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为 6.19
元/股，故本次发行底价为 6.19 元/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
并进行配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6.19 元/股，该发行价格相当于本次发行底价 6.19 元/股的 100%；
相当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6.87 元/股的 90.10%，
相当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发行期首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8.47 元/股的 73.08%。
（六）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30,961,809 股，各发
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所示：
认购价格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元/股）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1
2

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19

93,796,442

580,599,975.98

6.19

53,279,483

329,799,999.77

6.19

48,465,266

299,999,996.54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
3

限公司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9

21,163,163

130,999,978.97

5

李志华

6.19

16,155,088

99,999,994.72

6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6.19

16,155,088

99,999,994.72

14

有限公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7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6.19

15,185,781

93,999,984.39

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9

10,662,356

65,999,983.64

6.19

9,693,053

59,999,998.0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9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0

徐建业

6.19

9,693,053

59,999,998.07

11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9

9,693,053

59,999,998.07

6.19

9,693,053

59,999,998.07

6.19

6,462,035

39,999,996.65

6.19

4,846,526

29,999,995.94

6.19

4,846,526

29,999,995.94

6.19

1,171,843

7,253,708.17

-

330,961,809

2,048,653,597.71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12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

（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
私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

15

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6

孙兆栋
合计

（七）限售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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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根据安永华明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0）验字第
61348484_R02 号）验证，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48,653,597.71 元，扣
除相关 发行 费用 人民币 24,665,527.04 元 （不 含增值 税， 包括 保荐 及承销费
23,409,902.69 元，律师费 566,037.74 元，会计师费 377,358.49 元，证券登记费
312,228.1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23,988,070.67 元。
（九）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2,048,653,597.7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河南平顶山矿区梁北煤矿改扩建项目”及偿还银行借款。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发行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如下：
序

获配股数
认购对象

认购对象账户名称

号

锁定期
获配金额（元）

（股）

限（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优势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
1

2,504,038

15,499,995.22

6

3,990,306

24,699,994.14

6

金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优享红
利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16

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轩三
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7,996,768

49,499,993.92

6

10,000,000

61,900,000.00

6

5,000,000

30,950,000.00

6

13,004,846

80,499,996.74

6

20,000,000

123,800,000.00

6

5,000,000

30,950,000.00

6

10,000,000

61,900,000.00

6

16,300,484

100,899,995.96

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932,149

111,000,002.31

6

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47,334

218,799,997.46

6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8,465,266

299,999,996.54

6

1,615,508

9,999,994.52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9,693,052

59,999,991.88

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6,462,035

39,999,996.65

6

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沪
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恒阳五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启
元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泽三
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满沪
港 深灵活 配置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LOF）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智远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玺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
3

开发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中邮理财-研究驱动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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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合

1,615,508

9,999,994.52

6

1,777,060

11,000,001.40

6

16,155,088

99,999,994.72

6

16,155,088

99,999,994.72

6

12,924,070

79,999,993.30

6

646,203

3,999,996.57

6

1,615,508

9,999,994.52

6

807,754

4,999,997.26

6

1,696,284

10,499,997.96

6

1,696,284

10,499,997.96

6

4,846,526

29,999,995.94

6

1,130,856

6,999,998.64

6

484,652

2,999,995.88

6

9,693,053

59,999,998.07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周期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李志华

李志华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6

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长城国瑞证券国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18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19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双息平衡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行业
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核心优选股票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 型证券投资基金
8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成长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研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9
10

公司

人分红

徐建业

徐建业

9,693,053

59,999,998.07

6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93,053

59,999,998.07

6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
11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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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 云 南金种 子股权投 资基金 合伙企 业
12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9,693,053

59,999,998.07

6

6,462,035

39,999,996.65

6

4,846,526

29,999,995.94

6

4,846,526

29,999,995.94

6

1,171,843

7,253,708.17

6

330,961,809

2,048,653,597.71

-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金
13

限公司

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宏
14

限公司

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
15
16

公司

险万能

孙兆栋

孙兆栋
合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30,961,809 股，发行对象为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志华、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徐建业、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
券投资私募基金）、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
资私募基金）、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孙兆栋共 16 名，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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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31 层

法定代表人

潘鑫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55998513B

成立日期

2010-06-08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

经营范围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成立日期

1995-07-31

注册资本

482,725.6868 万元人民币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
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
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

经营范围

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
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收购与合并顾
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外
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
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

20

务；十三、融资融券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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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光路 19 号

法定代表人

乔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4005610044746

成立日期

2010-08-17

注册资本

53,000 万元人民币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综合整治，高新技术项目投资，保障房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建设，园区投资建设，养老绿色产业投资建设；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园林绿化施工；建材批发。

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 27 楼
09-14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经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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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9-03-25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李志华
姓名

李志华

身份证号

362101********0719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 88 号

6、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企业名称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层西区 03 室

法定代表人

杨一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3EH3N

成立日期

2016-12-30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7、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 2 号莲富大厦 17 楼

法定代表人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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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4980611G

成立日期

1997-02-28

注册资本

335,000 万元人民币
证券经纪交易服务(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

经营范围

品，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承销与保荐)

8、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国际大楼 25 楼

法定代表人

陈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85971

成立日期

2004-05-12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9、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
企业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成立日期

2006-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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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经营范围

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10、徐建业
姓名

徐建业

身份证号

310225********4834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中久村中南 562 号

1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28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许晓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0054395

成立日期

1996-12-24

注册资本

185,007.3225 万元人民币
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
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不含

经营范围

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珠宝首饰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国际货运代理；国
内货运代理；其他未列明运输代理业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
项）；机械设备仓储服务；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
目）；黄金现货销售；白银现货销售；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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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零
售。

12、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滇池路 1189 号 B 座 201 室

法定代表人

曲靖信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MA6P6KLT9A

成立日期

2019-11-18

注册资本

50,100 万元人民币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
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未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登记备案

经营范围
的，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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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投资私募
基金）
企业名称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2601

法定代表人

王东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3066146W

成立日期

200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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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等业务）

14、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企业名称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西藏昌都市昌都经济开发区 A 区

法定代表人

方小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300321340372N

成立日期

2015-05-29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业

经营范围
务）

15、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
能）
企业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828-838 号 26F07、F08 室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成立日期

2006-02-21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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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16、孙兆栋
姓名

孙兆栋

身份证号

370302********6331

住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润大道玉城 16 号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
排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
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本次发行对象全额以现金认购，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四）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经核查，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宝（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宝新趋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昌都市凯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深圳市凯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为《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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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备案手续。
经核查，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管理的长城国瑞证券国瑞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1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长城国瑞证券阳光 19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嘉实基金-中邮理财-研究驱动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手续。
经核查，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养老金产
品、公募基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
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或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因此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相关备案手续
经核查，徐建业、李志华、孙兆栋、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申请的资
金为自有资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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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因此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相关备案手续。
综上，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五）发行对象之投资者适当性相关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应开展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有关的工
作。经对投资者提供的适当性管理相关资料核查，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嘉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志华、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新趋
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徐
建业、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
金）、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孙
兆栋共 16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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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要
求。
（六）关于认购对象募集资金来源的说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资金来源

1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3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资管计划、社保基

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养老基金、公
募基金

5

李志华

自有资金

华宝（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新趋势私
6

私募基金
募股权投资基金）

7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资管计划

8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募基金

9
-分红-个人分红）
10

徐建业

自有资金

11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2

云南金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私募基金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金选宏观策略 16 号
13

昌都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凯丰宏观策略 13 号证券
14

私募基金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投资私募基金）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公募基金

15
-万能-个险万能）

30

16

孙兆栋

自有资金

经保荐机构及律师核查，认购对象参与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或合法筹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代其他第三方持有或其他利益
输送的情形。
认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亦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发行的
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陈龙飞、张华
项目协办人：程柏文
项目组成员：田斌、谢廖沙、王逐原、杨正博、裴润松
联系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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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 1 幢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7-18
层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贾棣彦、刘知卉
联系电话：010-58785323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01-12 室
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毛鞍宁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继新、陆俊
联系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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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证券代码：000933.SZ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
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
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按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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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及深交所有关规定执行。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
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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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神火股份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4.21

1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46,009.76

-

2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25,997.28

-

3

商丘新创 投资股份有限 公
司

7,219.27

-

4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5,710.33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3.0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97.21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68

6

商丘东方 投资股份有限 公
司

1,877.93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99

7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 责
任公司

1,465.85

-

8

葛昌明

682.00

-

583.60

-

576.65

-

93,319.88

-

9

10

国泰国证 有色金属行业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 申万有色金属 交
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 资
基金
合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3.68
3.8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77
0.36
0.31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30
-

49.1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
东情况如下：
排
名
1

股东名称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万股）
48,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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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股份性质

-

无限售条件

持股比例
（%）
21.60

排
名

持股数量
（万股）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
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的流通股

25,047.28 注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3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6,555.27 注

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328.49

5

商丘新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

4,846.53

4,846.53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17

6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4,836.33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17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67.20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2.09

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

2,000.00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90

9

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877.93

-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84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睿玺三年定期开放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30.05

1,630.05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0.73

104,999.40

13,804.53

合计

-

11.2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无
5,327.95
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

-

2.94

2.39

47.05

注：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和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因“转融通”业务而股份数
减少。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330,961,809 股限售流通股。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的股份构成为基准，本次发行后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发行前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变动数
股份数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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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

-

330,961,809

330,961,809

14.83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900,500,000

100.000%

-

1,900,500,000

85.168%

合计

1,900,500,000

100.000%

330,961,809

2,231,461,809

100.000%

注：上表仅列示发行人普通股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二）对公司业务、资产和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投入“河南平顶山矿区梁北煤矿改扩建项目”及
偿还银行借款。“河南平顶山矿区梁北煤矿改扩建项目”投产后，能够积极推进
煤炭资源整合和矿井技术升级改造，提高单井生产规模、开采技术水平和煤炭洗
选加工水平，实现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偿还银行借款将进一步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公
司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募投项目投资建设完成
后，公司业务和资产规模将相应扩大。
（三）对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变动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发行后，
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稳键，资产负债率得以下降，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
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高公司偿债能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
力的保障。
（六）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项目完成后将显著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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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业竞争力。但由于本次发行后总股本和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经济效益的实现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公司可能在短期存在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和每股收益被摊薄等情形。随着募投项目产能的不断提升和经营业绩的释放，未
来公司盈利能力将会显著提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率等指标也将有所提
升。
（七）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相关项目建设及偿还银行借款。随着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建设实施和效益的产生，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将得以加强，未来投资
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公司净资产的大幅上
升，公司的筹资能力也将有所提升，有利于公司未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量状况。
（八）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82.78%。本次发行完
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上升，资产负债率得以下降，资产负债结构
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大量
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
形。
（九）本次发行对最近一年及一期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共 330,961,809 股，发行后股票共计 2,231,461,809 股。
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发行前（元/股）
项目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发行后（元/股）

2019-12-31/
2019 年度

2020-9-30/
2020 年 1-9 月

2019-12-31/
2019 年度

每股收益

0.26

0.71

0.22

0.60

归属于发行人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2.47

4.09

3.01

4.39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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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的股本、资本溢价增加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
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十）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商丘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十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资产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也不会产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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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对发行人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安永华明（2018）审字第 61348484-R01 号、安
永华明（2019）审字第 61348484_R01 号、安永华明（2020）审字第 61348484_R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
事项，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42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
其他相关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均分别取自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审计报告，2020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2019 年 12 月
日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合计

1,875,783.14

1,581,589.59

1,919,428.74

1,813,677.46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94,606.48

3,357,768.82

3,557,986.13

3,579,544.52

资产总计

5,770,389.62

4,939,358.41

5,477,414.87

5,393,221.98

流动负债合计

3,944,873.08

3,629,343.41

4,166,481.20

3,752,071.63

831,996.19

426,410.08

496,728.14

857,615.03

4,776,869.27

4,055,753.49

4,663,209.34

4,609,686.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469,887.43

778,174.88

646,244.47

591,228.71

少数股东权益

523,632.92

105,430.04

167,961.05

192,306.60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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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合计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993,520.35

883,604.92

814,205.52

783,535.32

5,770,389.62

4,939,358.41

5,477,414.87

5,393,221.98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451,918.79

1,761,783.67 1,936,879.54 1,889,915.47

营业总成本

1,386,648.43

1,868,818.46 2,052,035.39 1,798,656.87

营业利润

79,803.55

100,757.96

50,171.59

105,782.56

利润总额

90,542.46

106,090.02

40,143.18

85,098.82

净利润

53,606.65

56,929.37

-5,521.60

30,649.8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74.91

134,548.51

24,364.47

36,809.02

非经常性损益

19,339.28

291,527.38

257,365.37

-12,705.83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935.63

-156,978.87

-233,000.90

49,514.85

神火股份 2020 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总收入
为 1,451,918.79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8.23%；2020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49,274.91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80.36%，2020 年 1-9 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9,935.6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7.98%，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701.68

13,116.30

43,175.45

115,077.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465.37

337,248.43

110,501.73

504.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424.74

-341,790.7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378.23

8,658.80

-13,544.09

5,097.3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7,068.00

210,440.02

201,781.21

195,942.93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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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18.73 -110,447.19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20 年 9 月 /2019 年 12
30 日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0.48

0.44

0.46

0.48

速动比率

0.41

0.38

0.33

0.32

资产负债率（%）

82.78

82.11

85.69

85.47

每股净资产（元）

2.47

4.09

3.20

3.1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5.27

28.26

82.93

82.00

存货周转率（次）

5.05

4.15

2.97

2.72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

0.10

0.05

-0.01

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71

0.13

0.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71

0.13

0.19

注：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每股净资产=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期末股本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应收账款余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存货余额+期末存货余额）/2］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当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
基本每股收益=P0÷S
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 为期初股份总数；S1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
Sj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 为报告期缩股数；M0 为报告期月份数；Mi 为增加股
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稀释每股收益=P1/(S0＋S1＋Si×Mi÷M0–Sj×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
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P1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其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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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合计

1,875,783.14

32.51%

1,581,589.59

32.02%

1,919,428.74

35.04%

1,813,677.46

33.63%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94,606.48

67.49%

3,357,768.82

67.98%

3,557,986.13

64.96%

3,579,544.52

66.37%

资产总计

5,770,389.62 100.00% 4,939,358.41 100.00% 5,477,414.87 100.00% 5,393,221.98 100.00%

截至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总额分
别为 5,393,221.98 万元、5,477,414.87 万元、4,939,358.41 万元和 5,770,389.62 万
元，公司资产总额整体呈增长趋势，2020 年 9 月 30 日资产规模增长较快主要系
云南神火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报告期内，公司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66.37%、64.96%、67.98%和 67.49%，资产结构保持平稳。
（二）负债结构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结构及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金额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944,873.08
831,996.19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金额

占比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82.58% 3,629,343.41

89.49% 4,166,481.20

89.35% 3,752,071.63

81.40%

17.42%

10.51%

10.65%

18.60%

426,410.08

496,728.14

857,615.03

4,776,869.27 100.00% 4,055,753.49 100.00% 4,663,209.34 100.00% 4,609,686.66 100.00%

截至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负债总额分
别为 4,609,686.66 万元、4,663,209.34 万元、4,055,753.49 万元和 4,776,869.27 万
元，总体规模相对平稳。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截至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81.40%、89.35%、89.49%和 82.58%。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周转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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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5.27

28.26

82.93

82.00

存货周转率（次）

5.05

4.15

2.97

2.72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82.00、82.93、28.26 和 15.27，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较高，平均收现期较短，
应收账款的收回较快，与公司部分业务采用预收款方式及票据收款有关。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72、2.97、4.15
和 5.05，呈小幅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剥离房地产业务后，存货周转加快，存货
周转率上升。
（四）偿债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流动比率

0.48

0.44

0.46

0.48

速动比率

0.41

0.38

0.33

0.32

资产负债率(%)

82.78

82.11

85.69

85.47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
负债率分别为 85.47%、85.69%、82.11%和 82.78%，整体较高但呈下降趋势。公
司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原因为一方面与公司主营业务为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规
模大、回款周期长有关，另一方面因公司主要通过债务融资筹集业务规模扩张所
需要资金，融资方式较为单一。但公司现金流状况良好，经营成果不断积累，财
务结构不断优化，报告期内负债率有一定降幅。
（五）盈利能力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盈利能力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451,918.79

1,761,783.67 1,936,879.54 1,889,915.47

营业总成本

1,386,648.43

1,868,818.46 2,052,035.39 1,798,656.87

营业利润

79,803.55

100,757.96

50,171.59

105,782.56

利润总额

90,542.46

106,090.02

40,143.18

85,098.82

净利润

53,606.65

56,929.37

-5,521.60

30,6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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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274.91

134,548.51

24,364.47

36,809.02

非经常性损益

19,339.28

291,527.38

257,365.37

-12,705.83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935.63

-156,978.87

-233,000.90

49,514.85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889,915.47
万元、1,936,879.54 万元、1,761,783.67 万元及 1,451,918.79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
整体较为稳定，2019 年营业收入较低一方面因为剥离房地产业务，另一方面系
永城本部电解铝业务停产所致。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分别为 36,809.02 万元、24,364.47 万元、134,548.51 万元和 49,274.91 万元，
整体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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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发行严格按照《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关于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河南
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要求执行。上市公司未向
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
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
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
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
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并发表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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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定程序获得发行人内部的批准和授权，并已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发行人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追
加认购邀请书》《追加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已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的约定缴纳
股份认购款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
作为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资格和条件；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范围核查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
况并发表了相关意见；本次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
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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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签署及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9 年 1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签署了《河南神
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与承销协议书》。中信建投证券已指派陈龙飞、张华
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并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
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对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
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与审慎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
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同意推荐神火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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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在发行人、保荐机构办公地址查询：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及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发行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河南省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
电话： 0370-5982722
传真： 0370-518008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九层
电话： 010-65608299
传真： 010-6518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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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情
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签章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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