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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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5－006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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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煤科工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之控股公司中煤科工能源投资秦皇岛有限公司收购秦皇岛市五家
地方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交易总金额为 17,2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 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煤科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
煤科工能源投资秦皇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能源”）本次共
出资 17200 万元人民币收购秦皇岛市北部五家地方煤矿的资产和采矿
权。其中，出资 6000 万元收购秦皇岛抚宁县蔡庄煤矿（以下简称“蔡
庄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出资 2000 万元收购抚宁县驻操营右周煤
矿（以下简称“右周煤矿”）资产和采矿权;出资 3600 万元收购秦皇
岛市义院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院口煤矿”）的资产和采矿
权;出资 3400 万元收购青龙满族自治县抚龙煤矿（以下简称“抚龙煤
矿”）的资产和采矿权;出资 2200 万元收购青龙满族自治县宏顺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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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
2015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上述收购事宜。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
本公司董事会已对蔡庄煤矿、右周煤矿、义院口煤矿、抚龙煤矿、
宏顺煤矿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目前，5 家煤矿
因进行资源整合处于停产状态。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如
下：
1、中煤科工能源投资秦皇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能源”
）
成立于 2013 年 4 月，注册地秦皇岛市海港区，注册资金 30000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对采矿业的投资等业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煤科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其 25%的股权，北京坤颐晟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4%的
股权。
2、抚宁县蔡庄煤矿
成立于 2008 年 5 月，注册地秦皇岛市抚宁县驻操营镇义院口村，
注册资金为 225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会明，主要从事原煤开采
业务。股东刘江华出资 145 万元，张会明等其他 7 名自然人股东以及
抚宁县煤炭事业管理局煤炭物资供销公司各出资 10 万元。蔡庄煤矿
生产规模为年产 6 万吨。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蔡
庄煤矿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专
项审计报告（中汇会专[2014]3391 号），资产总额为 2595.71 万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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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为 3377.5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781.83 万元。
3、抚宁县驻操营右周煤矿
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注册地秦皇岛市抚宁县驻操营镇唐苏村，
注册资金为 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立满，主要从事原煤开采
业务。自然人王立满持有其 100%的股权。右周煤矿生产规模为年产
4 万吨。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右
周煤矿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
专项审计报告（中汇会专[2014]3395 号）
，资产总额为 983.32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72.95 万元，所有者权益-89.63 万元。
4、秦皇岛市义院口矿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注册地秦皇岛市抚宁县驻操营镇义院口村，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于良宏，从事原煤开采。自
然人于良宏持有其 50%股权，王刚义持有其 50%股权。义院口煤矿
生产规模为年产 9 万吨。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中汇会专[2014]3394 号）
，资产总额为 1993.2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11.62 万元，所有者权益 981.64 万元。
5、青龙满族自治县抚龙煤矿
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注册地秦皇岛市抚宁县驻操营镇义院口村，
注册资金 58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志江，从事原煤开采。青龙
满族自治县祖山镇山神庙村村委会有其 100%股权。抚龙煤矿生产规
模为年产 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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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中汇会专[2014]3392 号）
，资产总额为 2304.78 万元，负债总额为
5186.51 万元，所有者权益-2881.73 万元。
6、青龙满族自治县宏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顺煤矿”）
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注册地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镇山神庙村，
注册资金 5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侯龙飞，从事原煤开采。自然
人侯龙飞持有其 25%股权，
王文国等 4 名自然人股东各持有其 18.75%
股权。抚龙煤矿生产规模为年产 5 万吨。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的净资产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中汇会专[2014]3393 号）
，资产总额为 1643.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74.23 万元，所有者权益-331.19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述五家煤矿均位于秦皇岛市，区位优势显著，且属柳江煤田，
瓦斯含量低，煤种属高灰、低硫的无烟煤，主要用于工业动力用煤及
民用煤。
本次秦皇岛能源收购上述五家煤矿的全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采
矿权、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厂房建筑物、车辆、机器设备、井
巷工程、流动资产、知识产权等。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分别对蔡庄煤矿、右周煤矿、义院口煤
矿、抚龙煤矿、宏顺煤矿的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井巷工程、机
器设备、电子设备及车辆等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分别出具了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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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分别对蔡庄煤矿、右周煤矿、义院口煤矿、抚龙煤矿、宏顺煤矿的
采矿权进行了评估，评估范围为已缴纳资源价款的剩余可采储量，在
井田范围内但未缴资源价款的储量不予评估，并分别出具了采矿权评
估报告。
1、蔡庄煤矿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216-1 号）
，蔡庄煤矿纳入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2504.03 万元，评估价值为 3266.72 万元。
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宝
信矿评报字[2014]第 057 号）
，蔡庄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3133.45 万
元。该煤矿资产及采矿权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6400.17 万元。
2、右周煤矿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216-2 号）
，右周煤矿纳入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863.44 万元，评估价值为 1231.76 万元。
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宝
信矿评报字[2014]第 061 号），右周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832.63 万
元。该煤矿资产及采矿权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2064.39 万元。
3、义院口煤矿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216-3 号）
，义院口煤矿纳入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
面价值为 1873.8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770.21 万元。
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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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矿评报字[2014]第 060 号）
，义院口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081.41
万元。该煤矿资产及采矿权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3851.62 万元。
4、抚龙煤矿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216-4 号）
，抚龙煤矿纳入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2095.9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729.63 万元。
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宝
信矿评报字[2014]第 058 号），
抚龙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677.41 万元。
该煤矿资产及采矿权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3407.04 万元。
5、宏顺煤矿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4）第 0216-5 号）
，宏顺煤矿纳入评估范围内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1189.14 万元，评估价值为 1189.14 万元。
根据北京中宝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宝
信矿评报字[2014]第 059 号）
，宏顺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584.40 万
元。该煤矿资产及采矿权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2773.54 万元。
四、 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秦皇岛能源与抚宁县蔡庄煤矿清算组、抚宁县驻操营右周煤矿清
算组、秦皇岛市义院口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青龙满族自治县抚龙煤
矿清算组、青龙满族自治县宏顺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分别签署《资产
收购协议》
，对收购资产的标的、收购价格、付款方式与期限、资产
的移交和责任、违约责任、生效条款、连带保证责任、保密条款等进
行了约定。
收购价格均以上述 5 家煤矿各自经评估的煤矿资产评估值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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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评估值为作价的参考依据。其中，秦皇岛能源与抚宁县蔡庄煤矿
清算组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秦皇岛能源以现金 6000 万元
收购蔡庄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秦皇岛能源与抚宁县驻操营右周煤矿
清算组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秦皇岛能源以现金 2000 万元
收购右周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秦皇岛能源与秦皇岛市义院口矿业有
限公司清算组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秦皇岛能源以现金 3600
万元收购义院口煤矿清算组的资产和采矿权；根据秦皇岛能源与青龙
满族自治县抚龙煤矿清算组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秦皇岛能
源以现金 3400 万元收购抚龙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根据秦皇岛能源
与青龙满族自治县宏顺矿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
约定，秦皇岛能源以现金 2200 万元收购宏顺煤矿的资产和采矿权。
本次秦皇岛能源共以现金 17，200 万元出资收购上述五家煤矿的
资产及采矿权，均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上述《资产收购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生效。
五、 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秦皇岛能源收购上述五家煤矿的资产完成后，将对收购的资产与
井田深部资源进行规划整合，规划生产能力 90 万吨/年。
此前，2013 年 12 月 13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同意秦皇岛能源收购秦皇岛市大槽沟煤矿、老柳江煤矿、曹山煤矿、
长城煤矿等南部 4 家煤矿的资产。本公司已对该事项进行了公告（临
2013-017）。目前，秦皇岛能源已经完成对上述 4 家煤矿的资产接收
工作，对柳江煤田的矿业权设置方案得到国土资源部的备案。
秦皇岛能源本次继续收购秦皇岛市北部 5 家地方煤矿的资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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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权，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切实履行与河北省政府达
成的一致，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作为河北省煤矿资源整合的主体，参与
秦皇岛市地方煤矿兼并重组工作。
本次公司下属公司收购柳江煤田的部分煤矿，属企业正常的市场
行为，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司的煤炭资源储备，发挥本公司及下属企业
在煤矿采矿相关技术、成套煤机装备以及煤矿运营管理方面的优势，
参与秦皇岛地方示范矿井建设及提高当地中小煤矿资源安全、科学、
高效开采水平，带动公司技术、产品和业务发展，符合本公司的发展
战略。同时，本公司下属企业收购秦皇岛地方煤矿资产，也符合河北
省加大小煤矿关闭力度，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要求。
本公司将按照河北省政府的批复文件精神，督促收购相关各方履
行资产收购协议约定的义务，尽快完成资产过户手续。
秦皇岛能源将依据资源储量科学配置、合理开发，防范并有效控
制政策、市场、开扩建等风险，确保安全生产，争取尽快形成预计的
设计能力进行生产，并逐步完善物流体系，产生经济效益，回报公司
股东。
六、 备查文件
资产评估报告、采矿权评估报告、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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