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2017-046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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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同煤业”）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如遇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可抗力等原因，将对委托运营产生

实质性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 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

运营，原煤洗选后的煤炭销售工作仍由矿业公司负责。 

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的生产、技术、安全生产管理整体

委托给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永集团”）运营管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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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所

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修等委托由北京华宇中选

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运营管理。 

2017年 10月 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矿井和选煤厂整

体委托运营的议案》。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 矿业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胜区罕台镇色连村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投资；矿山设

备销售；投资咨询、矿业信息咨询服务；煤炭销售。 

矿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323,583.89 110,052.35 0 -3,142.03 

2015 387,256.10 105,473.68 0 -4,578.88 

2016 404,440.34 94,772.60 0 -10,700.86 

2017年 1-6月 413,145.02 90,305.57 0 -4,467.04 

矿业公司股东情况：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内蒙古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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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 

（二） 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 

1、 汇永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号 3号楼  

法定代表人： 鹿志发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月 4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煤矿建设管理；煤矿生产管理；销售煤炭（不在北

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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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汇永集团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煤炭开采”，

配备煤矿专业资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及特殊岗位操作技术工

人，截至 2016 年 12 月末，汇永集团自主管理的矿井和受托管理的煤

矿，累计生产原煤 1.98亿吨，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是同行业先进水平，

证照齐全、合法有效，具备整体承托煤矿生产运营管理的实际能力，

符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加强托管煤矿安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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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监察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5‟15 号）中关于“承托单位

应为证照合法有效、具有法人资格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或具有煤

矿生产专业化运营管理经验的单位”相关要求。 

汇永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771,268.88 289,179.98 215,885.93 22,704.77 

2015 754,958.97 307,685.71 183,709.53 15,116.51 

2016 784,471.57 354,635.94 182,185.18 27,712.67 

2017年 1-6月 789,451.57 386,035.94 137,092.59 20,137.67 

汇永集团股东情况：北京永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北京英劲

泰和科技发展公司持股 15%、北京汇永国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10%。 

2、 华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宇中选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7号(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苏日华 

注册资本：305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2年 1月 11日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

用工程（不含桥梁、燃气）监理甲级；选煤及煤炭加工工程的技术开

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煤炭行业的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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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物煤交易、储运活动）；维修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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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华宇公司已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近三年受托运营多家 500 万吨及以

上选煤厂，证照齐全、合法有效。 

华宇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10,124.96 4,270.34 13,389.27 374.29 

2015 10,841.35 4,431.56 14,285.42 161.22 

2016 11,367.27 5,161.55 10,748.49 729.99 

2017年 1-6月 11,459.25 5,362.49 5,271.50 2,009.39 

华宇公司股东情况：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00%持

股。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别为委托运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色连一号矿井及

配套选煤厂。 

（二） 色连一号矿井及配套选煤厂基本情况 

矿业公司于 2008年 8 月 1 日注册成立，2009年 10月开工建设。

矿井、选煤厂项目总造价 410258.31万元，其中：矿井总造价 340343.13

万元；选煤厂总造价 69915.18万元。矿井地质资源储量 7540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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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源储量 70877 万吨，涉及可采储量 38658 万吨，矿井及选煤厂

设计生产能力均为 500 万吨/年，服务年限 55 年。色连一号矿井及选

煤厂建设项目由国家发改委【2013】318 号核准，核准矿井建设规模

500 万吨 /年，配套建设相同规模选煤厂。采矿许可证证号

C1000002013121110132404。2013 年 7 月 10 日，内蒙古煤炭工业局

以内煤局字【2013】 285 号关于色连一号矿井及选煤厂初步设计批复。

2014年 7 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以内煤局字【2014】196

号文，批准了关于色连一号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的批复，

试运转期限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 月 1 日，联合试运转完

成，进行竣工验收。2015年 1月 9 日，鄂尔多斯市国土局下发鄂国土

资函【2015】7 号《鄂尔多斯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色连一号煤矿不得开

采与铀矿区重叠区域煤炭资源的函》。色连一号煤矿项目已批准的初步

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为一、三盘区各一个首采工作面，现三盘区的首

采工作面与铀矿区重叠，导致必须修改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设计，以

致项目验收工作停滞。2015 年 1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

以内煤局字【2015】9 号文，批准了关于色连一号矿井及选煤厂建设

项目联合试运转延期的批复，鉴于色连一号矿井在联合试运转期间，

单项验收尚未完成，个别单项工程仍需进一步完善整改。原则同意其

联合试运转延期至 2015年 7 月 1 日。2015年 8 月 14 日，矿业公司

取得了修改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在取得修改初步设计批复后，重新

启动验收工作。矿业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鉴于井田西北部区域与

农胜新铀矿范围重叠，需调整矿井开拓开采方案，同时调整部分地面

建构筑、设备型号等，2016年 5 月 18 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

对色连一号煤矿及选煤厂修改初步设计予以批复，同意修改初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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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色连一号煤矿在修改初步设计及安全专篇后，各生产系统需进一

步调试，2017 年 5 月 10 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煤炭局以鄂煤局

发【2017】152 号文原则同意色连一号矿井及选煤厂建设项目联合试

运转延期，试运转期限为 2017年 5月 12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四、 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在确保股东资产所有权不变、产权关系不变、矿业公司

主体责任不变、拥有对重大事项决策权不变的原则下，矿业公司将色

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工作整体委托汇永集团实施管理,并与汇永集团

签署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管理合同。 

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汇永集团 

2、托管范围：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对色连一号矿井井上、井

下安全生产相关范围及区域内的全部资产、安全生产系统及汇永集团

办公生活区域实施全过程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含安装与回撤）、

开拓掘进、工作面至溢流煤塔（含溢流煤塔）的煤流系统、辅助运输

系统、矿井“一通三防”系统（含地面主扇、制氮、灌浆）、供水系统、

压风系统、排水系统、供电系统（井上下）、地测、钻探、防治水、雨

季三防、副井口管理和现场安全等管理工作，具体范围包括：采煤、

掘进、主运输、辅助运输、一通三防、监测监控、地质测量及地质防

治水、供电、给排水、供液、井下冬季供暖、安全及设施管理、技术

管理等。 

3、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整体托管色连一号矿井。

汇永集团对受矿业公司委托管理范围内的色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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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施全权管理。 

合同签订生效后，汇永集团全面负责对色连一号矿井的安全、生

产统一管理，负责设立矿井组织机构、组建管理团队、配齐人员、制

定管理制度等。 

矿业公司负责审批汇永集团提报的年度各项计划，并下达各项任

务指标，汇永集团负责完成。 

4、托管单价组成 

托管单价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材料配件费用、托管范围内员工工资

及福利附加费、巷道掘进费用、生产过程中除大修外托管范围内的中

小型的所有设备修理费用、日常安全生产标准化日常费用、物业费用、

车辆费用、税金、其它支出等。 

5、专项基金提取办法及使用范围 

汇永集团负责编制年度安全基金计划、维简费计划、大修计划，

报矿业公司审批。其中安全基金、新增资产、设备购臵、设备大修、

井巷大修、设备更新、矿井开拓延伸相关工程费用及配套风水电管路

线路和相关设施费用、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环境保护等费用、

用于矿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塌陷区治理及补偿费

用由矿业公司承担。 

6、计划指标确定基础、托管单价 

双方协商议定安全托管标准，原煤产量、掘进计划、煤质等生产

指标，机电管理基础指标。 

初步测算，原煤托管单价为 52 元/吨（含税），若地质条件发生

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综合单价的构成为：吨煤单价 37.34

元/吨原煤、掘进单价：6108.3 元/延米，折合 14.66 元/吨原煤，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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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巷道断面须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7、计量、考核、结算及支付方式 

双方以原煤产量进行计量，生产运营费用按月结算，托管费用=

原煤结算量×综合单价（原煤托管单价），托管费用按月支付。 

8、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矿业公司拥有煤矿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煤矿经营权、拥有主体

管理权，汇永集团对井上、井下托管范围内资产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前

提下，双方对各自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 

9、安全及管理 

在托管运营期间，汇永集团对托管范围内安全生产管理负责，出

现重特大事故，按事故追查结果及责任划分，双方承担各自的责任。 

10、托管期限 

生产运营托管期限为三年。在托管期内，各项托管计划指标一年

一定。依据下一年度的生产条件，双方协商、测定下一年度各项托管

计划指标，双方签字后执行。 

11、在托管期内，汇永集团不得将托管内容对外转包。 

 

（二）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整体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运营交由华宇公司负责，并与华

宇公司签署选煤厂整体承包生产运营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华宇公司 

2、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安

全、质量标准化管理，所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

修等整体运营全部交由华宇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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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管范围：从落煤塔（不含落煤塔）以下开始至产品装车、矸

石及煤泥外排为止、以及外来煤系统，该范围内的洗选生产组织、安

全技术管理、设备维护修理、文明卫生等全部方面 

4、生产运营承包期限 

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项目生产运营承包期为三年。在安全生产委

托管理内，各项年度考核指标一年一定。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矿业公司负责根据原煤煤种、煤质和产品的销售情况，向华宇公

司下达生产任务和质量控制指标，并对华宇公司进行考核；华宇公司

负责组织管理和生产人员从事选煤厂的生产、管理、维修、服务工作，

并按质、按量、按期完成生产任务，双方约定各自权利和义务。 

5、托管费用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综合单价 4.56（元/吨原煤），其中：筛分系统 0.41（元/吨原煤）；

推煤系统 0.67 （元/吨原煤）；洗选系统 2.88（元/吨原煤）；外排系

统 0.39（元/吨原煤）；装车系统 0.21（元/吨原煤）。托管费用=双方

确认的结算量×综合单价；托管费用按月结算，按月支付。 

6、安全生产委托管理 考核 

双方对生产指标、指标考核、煤质指标、安全目标、机电管理指标、

环保、节能指标进行约定 

7、劳动定员及管理 

华宇公司应严格按照承诺的劳动力情况配备项目管理班子，根据生

产实际需要确定选煤厂劳动定员。 

8、安全、环保及质量标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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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界定：在托管期间，华宇公司对托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

主体责任。对于非华宇公司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由责任方负

责。 

6、转包与分包 

本托管不得转包，华宇公司的部分工作分包时，必须征得矿业公司

同意。 

五、 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矿业公司将矿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通过引进具有煤矿管理先

进理念及成功范例且具备专业资质的团队，建立合作管理关系，采用

先进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保证安全生产，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资

产的保值增值。   

 2、实施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模式后，矿业公司预计可大

幅降低成本；矿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期间，通过煤炭销售可以保证现

金流，实现银行贷款臵换并逐年归还欠款；可以逐步改进、提升矿井

安全生产管理技术，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拓展煤炭销售渠道，提高公

司经济效益。 

六、交易履行的风险分析 

1、由于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及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的风险 

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出台相应的煤炭行业干预调控政

策，将给矿业公司委托运营事项带来一定的政策性风险；由于自然灾

害、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影响矿业公司的业务经营。针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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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交易双方可协商解除或变更合同。 

2、安全生产风险 

为明确各自管理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实现安全生产管理

目标，矿业公司将分别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就安全生产管理事项协

商达成一致，签订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协议书，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

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井

的持续健康发展。 

3、色连一号矿井如未在联合试运转期限内完成竣工验收，将面临

停产的风险。 

矿业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色连一号矿井取得了单项工程质量

认证，2017 年 8 月 31 日完成了安全设施及条件竣工验收的初验，正

积极抓紧办理单项验收工作，完善各生产系统，尽快申请竣工验收。 

4、承包方未严格按照合同履行、导致发包方损失的风险 

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在与矿业公司双方共管的专用账户缴纳履约

合同保证金，作为安全、设备和履约合同保证金。如果发生安全事故、

按事故责任划分，应由承包方承担的赔偿款，矿业公司有权从履约保

证金中扣除；如果承包方未能履行合同并给矿业公司造成设备、设施

丢失或损坏，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矿业公司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七、备查文件 

（一）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汇永集团、华宇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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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