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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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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金风科技” ）的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控

股（香港）有限公司（下称“金风国际” ）的全资公司Musselshell� Holdings,� LLC�与Musselshell�

Holdings� Two， LLC�（下并称 “Musselshell控股公司” ）将向Musselshell� Wind� Holdings，

LLC出售总装机容量共计20MW的Musselshell风电项目公司， 即Musselshell� Wind� Project,�

LLC�和Musselshell� Wind� Project� Two,� LLC� (下并称“Musselshell项目公司” )。 如Musselshell

控股公司违反股权出售协议条款， 金风国际将为其因此所产生的付款及损害赔偿责任提供

母公司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担保期限自交割之日起不超过18个月。

同时，金风国际的全资子公司Goldwind� USA,Inc.将与 Musselshell项目公司签订运维服

务协议。如Goldwind� USA,Inc.违反运维服务协议条款，金风国际将为其因此所产生的付款及

损害赔偿责任提供母公司担保，担保金额约5,380,080美元，担保期限为10年。

协议签署日期：2019年5月21日

签署地点：美国芝加哥

二、担保主要内容及被担保方情况

本项目涉及两项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事项一

1、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国际

（2）被担保方：Musselshell控股公司

（3）担保内容：如Musselshell控股公司违反股权出售协议条款，金风国际将为其因此所产

生的付款及损害赔偿责任提供母公司担保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不超过18个月

（6）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美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83%，占公

司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0.25%。

2、被担保方情况

（1）公司名称： Musselshell� Holdings,� LLC�与Musselshell� Holdings� Two， LLC

（2）成立时间：2012年4月18日

（3）注册地点：特拉华州。

（4）主营业务：可再生能源发电及项目开发。

（5） 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Musselshell控股公司为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的二级

全资子公司。

（6）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Musselshell� Holdings,� LLC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2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1,099 266

利润总额 -1,326 30

净利润 -1,351 30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4,329 14,117

负债总额 3,725 3,683

净资产 10,604 10,434

Musselshell� Holdings� Two,� LLC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2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1,319 330

利润总额 -1,454 94

净利润 -1,454 94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4,155 14,005

负债总额 4,002 3,950

净资产 10,153 10,055

（二）担保事项二

1、担保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国际

（2）被担保方：Goldwind� USA,Inc.

（3）担保内容：如Goldwind� USA,Inc.违反运维服务协议条款，金风国际将为其因此所产

生的付款及损害赔偿责任提供母公司担保。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10年

（6）担保金额：约5,380,080美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5%，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0.05%。

2、被担保方情况

（1）公司名称：Goldwind� USA,� Inc

（2）成立时间：2009年11月30日

（3）注册地点：特拉华州。

（4）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机销售和市场开发，以及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投资和服务业务

（5）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Goldwind� USA,Inc.为金风科技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的全资

子公司。

（6）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2月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1,837 128

利润总额 -4,464 -976

净利润 -4,523 -1,099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1,022 30,859

负债总额 61,460 57,321

净资产 -30,438 -26,462

三、审批意见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对 2018�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提供融资性担保的预计额度为人民币60亿元以及非融资性担保10亿元； 期限自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公司

（含子公司）2018年度批准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担保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在股

东大会审批额度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14亿元 （其中包括对子公司担保额27.18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8%，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

为4.07%。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5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14.2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4.37%。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日24日

关于增加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销售机构并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简称“诺亚正行” ）签署的《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主

协议》及补充协议，诺亚正行自2019年5月27日起，开始办理本公司旗下所有公募基金产品的

（认）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 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诺亚正行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

率以诺亚正行活动为准。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诺亚正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期限，以诺亚正行官方网站所示

公告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诺亚正行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

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诺亚正行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

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诺亚正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

留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诺亚正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C栋

客户服务热线：400-821-5399

公司网址：www.noah-fund.com

2、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大楼7楼

客户服务热线：95345

公司网址： www.stocke.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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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5月24日接到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曹积生先生通知，曹积生先生质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 ）和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的部分股权已解

除质押，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曹积生 是 12,000,000 2019-01-11 2019-05-22 安信证券 4.99%

曹积生 是 6,800,000 2016-12-02 2019-05-23 国泰君安证券 2.83%

曹积生 是 11,390,000 2016-12-14 2019-05-23 国泰君安证券 4.74%

合 计 一一 30,190,000 一一 一一 一一 12.56%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积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0,275,2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8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曹积生先生累计质押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43,010,906股，占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的59.5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93%。

二、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5月25日

（上接B49版）

从上图表可知，公司固定资产规模逐年扩大，债务规模也逐渐增加，债务规模占资产比重

达50%以上，同时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自2015年下半年起，化肥制造业因产能过剩造成产

品价格大幅下降，行业下行运行导致金融机构对企业信用评级调低，直接影响公司融资成本，

使公司发债成本大幅提高，公司减少债券融资，以银行借款为主。

（2）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情况和2019年度的具体偿债安排等，充分提示公司的财务压力

和流动性风险，明确是否存在难以按期偿还有关债务的风险；

公司根据全年经营情况合理安排、规划到期债务。 在资金支付方面，公司建立了全面资金

预算制度，每月严格按照资金预算进行支付，同时公司作为省属国有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征信记录良好，从来发生金融机构贷款违约情形，融资渠道畅通。

公司2019年度到期应偿付借款181.65亿元，其中借款中有保证金的部分，将由保证金直接

兑付，其余部分将通过公司稳定的经营现金流进行偿付；到期票据45.61亿元，将通过保证金直

接兑付。 按目前公司资金情况，不存在难以按期偿还债务的风险。

（3）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通过不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提高主营业务经营性现金流的积累，同时加强对投

后项目的管理，加快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回笼，逐步归还相关债务。

会计师意见：

公司上述补充披露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一致。 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

难以按期偿还有关债务的风险。

9.现金流量表显示，公司报告期内收到的关联方及其他单位借款52.89亿元，归还关联方

及其他单位借款51.36亿元。具体列示上述借款的形成原因、借款对象、交易背景、借款成本等，

说明公司进行关联方资金拆借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公司回复：

现金流量表中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一收到的关联方及其他单位借款具体

内容如下表所示：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是否关联方 借款利率 形成原因、交易背景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8,710.20 是 6.3% 收到控股股东周转借款

其他 190.00 否 7.28% 收到流动借款。

合计 528,900.20 一

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一支付的关联方及其他单位款项具体

内容如下表所示：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是否关联方 借款利率 形成原因、交易背景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10,173.85 是 6.3% 偿还控股股东周转借款

财政局、个人借款 2,996.16 否

归还子公司少数股东或所在地财政局为支

持子公司发展，缓解子公司资金压力，为其

提供的借款。

其他 396.99 否 7.28% 归还流动借款。

合计 513,567.00 一

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5日和2018年6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预计2018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29日和2018年11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预计

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议案》，对公司与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金拆借进行审议，履

行了审批程序并签订了相应借款合同，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拆借已完整披露，不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关于公司关联交易

10.报告期内，公司将其持有的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肥有限公司（简称“齐鲁一化” ）

100%股权转让予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化集团” ），交易作价为12.63亿元；同

时，公司向阳泉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煤化工集团” ）收购其持有的阳煤集团

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寿阳化工”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12.74亿元。 太化集团和阳

煤化工集团同属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控制。 根据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上述出售和收购资产

事项同时进行，出售资产所获得的现金将用于支付收购资产所需资金，不会对公司带来资金

压力。 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的业绩变化，转入和转出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公司进行

上述交易安排的原因，是否存在通过变更合并范围调节公司业绩的动机；（2）上述交易所涉

资产的后续运营情况，与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一致；（3）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18.56亿元，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联营公

司收到现金8.89亿元。补充披露上述关联交易的资金收支情况，是否符合前期信息披露的相关

安排，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的相关项目对应的具体交易背景、收购和出售的

具体资产、资金收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的业绩变化，转入和转出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公司进行上述交易安

排的原因，是否存在通过变更合并范围调节公司业绩的动机；

公司的业绩变化，转入和转出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阳煤化工净利润 齐鲁一化净利润 寿阳化工净利润

2017年度 9,711.41 3,058.27 9,333.65

2018年度 12,508.62 2,448.48 11,370.41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收购阳煤集团持有的寿阳化工100%股

权。 寿阳化工作为阳煤集团发展煤电化一体战略的新兴煤化工重点企业之一，项目总规模为

40万吨/年乙二醇，一期建设年产20万吨乙二醇。 公司通过本次收购寿阳化工股权，整合了乙

二醇生产企业，也在共享资源、整合产业、提升竞争力方面将产生积极地协同效应。 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正面影响，符合公司利益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 同时，阳煤集团作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承诺解决其控制的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由于寿阳化

工与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阳煤集团深州化工有限公司均生产化工产品乙二醇，因此，阳煤集

团将寿阳化工100%股权转让予上市公司，符合其对上市公司的承诺。此外，齐鲁一化公司投产

时间较长，生产设备面临较多的更新改造，虽然其经营状况良好，辛醇产品盈利能力较强，但

其经营面临较大的环保限产压力。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发展规划，同时解决了同业竞争，能够维护股东长期

利益。 因此不存在通过变更合并范围调节公司业绩的动机。

（2）上述交易所涉资产的后续运营情况，与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一致；

上述交易所涉资产2019年1-4月份运营情况如下，受化工市场价格下跌影响，公司盈利能

力下降。 与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不存在差异。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寿阳化工 28,975.36 43.50

齐鲁一化 68,052.74 -1,114.40

（3）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现金18.56亿元，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联营公司收到现金8.89亿元。 补充披露上述关联交易的

资金收支情况，是否符合前期信息披露的相关安排，并在此基础上说明公司现金流量表中的

相关项目对应的具体交易背景、收购和出售的具体资产、资金收支对象及其关联关系。

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现金”金额为18.56亿元，主

要是新建、购置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支出16.64亿、无形资产支出0.55亿，其他长期资产支出

1.37亿。 其中前五大交易对象及项目如下：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亿元）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乙二醇项目建安工程 3.47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一期60万吨合成氨配套80万吨尿素项目 0.69

年产20万吨乙二醇项目 0.19

山东新华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吹风气锅炉烟气脱硫除尘改造项目 0.49

河北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用煤权（二期项目） 0.36

济南济锅力源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热电厂3#锅炉 0.35

合计 5.55

现金流量表中“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金额为8.89亿元，系公司向

太化集团（属于关联方）出售齐鲁一化收到的现金11.01亿元扣除齐鲁一化交割时点所持有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2.12亿元计算所得出；

现金流量表中“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一支付寿阳化工股权款” 金额为12.03亿

元，系公司收购寿阳化工向阳煤化工集团（属于关联方）支付现金12.03亿元。

收购寿阳化工公司实际支付款项金额为12.03亿元， 出售齐鲁一化公司实际收到款项为

11.01亿元， 与交易作价差异原因为基准日与交割日间标的物经营情况导致交易价格发生变

动，该变动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平交易原则。

会计师意见：

公司补充披露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一致，相关交易在现金流量表

中列示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11.公司关联交易金额较大且发生频繁。报告期内，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中，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40亿元，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62.47亿元。 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和采购模式、上下游情况、关联交易的

占比等，分析公司关联交易销售和采购金额较大的原因、合理性和必要性；（2）公司对报告期

内的部分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包括关联销售4305.59万元，关联采购4.08亿元。 结合公司的内

部控制、管理、相关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等，说明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披

露义务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措施。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各业务板块的经营和采购模式、上下游情况、关联交易的占比等，分析公司

关联交易销售和采购金额较大的原因、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40亿元， 主要是向关联方销售化

工装备、提供工程劳务等业务，以及化工贸易业务。 其中：化工设备销售及相关工程劳务关联

交易金额3.12亿元（上年同期5.16亿元）；化工贸易销售金额5.14亿元（上年同期8.11亿元）。

上述关联销售能够有效补充公司销售渠道，扩大产品销路，丰富客户资源。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62.47亿元， 主要是采购原料煤、化

工贸易业务，其中：公司化工产品上游主要原材料煤炭，大部分从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及其

关联方处采购，采购金额30.41亿元（上年同期34.92亿元）；部分化工产品集团利用上市公司

平台实施统销策略，相应从关联方处采购，采购金额27.45亿元（上年同期9.66亿元）；公司从

阳煤财务公司及其关联金融机构借款支付利息2.69亿元。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阳煤集团系煤

炭采掘行业内的优质公司，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处采购原料煤以及化工贸易产品能够有效

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发挥上下游产业整合优势，扩展销售渠道，提高生产效率及盈利能力。

综上，上述关联交易销售和采购业务合理，真实存在。

（2）公司对报告期内的部分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包括关联销售4305.59万元，关联采购

4.08亿元。结合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相关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等，说明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未

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措施。

上述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的原因：1）公司上年度处置子公司，使得

年初预计数对本年度关联方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本期由于收购寿阳化工和处置齐鲁一化股

权，使得关联方有所变动，影响关联交易的发生额；2）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持有的省属22户企业国有股权全部

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的通知》要求，山西省国资委将持有的公司控股股东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全部注入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导致

关联方范围扩大，年初无法准确预计。

后续整改措施：1）公司对发生出售、购买资产的行为，将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对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确认；2）进一步加强下属子公司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同时强化监督管理，按

照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对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实时监控；3）公司将

实时收集山西省国投公司所属企业情况，要求各子公司与相关企业发生交易时，及时履行审

批程序，严格控制决策程序滞后及事后追认的情形发生。

会计师意见：

公司关联交易已充分披露，公司对不符合总额法确认的贸易收入采用净额法确认符合会

计准则有关规定。

12.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担保金额为5.50亿元。

请具体说明上述担保的形成原因、担保对象、担保期限等，并说明被担保的股东及关联方是否

提供反担保措施。

公司回复：

本公司期末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担保具体信息如下所示：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形成原因

担保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是否提供反担

保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阳煤集团对公司

担保

6,780.00 2017-6-23 2022-6-22 是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阳煤集团对公司

担保

8,187.00 2017-9-13 2022-9-12 是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阳煤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阳煤集团对公司

担保

18,800.00 2018-6-6 2021-6-10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3,000.00 2018-2-1 2019-1-25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3,000.00 2018-2-9 2019-1-2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3,000.00 2018-2-9 2019-1-2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3,000.00 2018-2-9 2019-2-1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2,000.00 2018-8-2 2019-7-29 是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阳煤集团淄博齐鲁第一化

肥有限公司

本期处置齐鲁一

化形成

4,000.00 2018-4-2 2019-4-1 是

阳煤丰喜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250.00 2018-7-27 2019-1-27 否

小计 一 55,017.00 一 一

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和2017年1月1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7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7年12月11日和2017年12月1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预计担

保额度的议案》。 对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担保进行了审议。

会计师意见：

公司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担保，以及被担保方提供的反担保措施情况与

我们获取的信息一致。

四、其他事项

13.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计9.71亿元，同比减少42.17%。 其中，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为2.29亿元，同比减少68.54%，均为银行承兑票据，公司报告期末对已背书或贴现且

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187.98亿元进行终止确认。 同时， 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为

7.42亿元，同比减少21.98%。 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信用政策、结算方式

等的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2）列示公司

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前五大对象及其关联关系、对应的应收金额、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3）

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 应收对

象，是否附追索权，和公司进行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对象和资金用途；（4）根据年报，公司报告

期末将3.61亿元的应收票据进行了质押，而公司报告期末账面应收票据金额仅为2.29亿元。 上

述质押的应收票据是否包括报告期末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如是，补充说明公司将尚存在质押的票据予以终止确认的合理合规性；如否，请解释公司期末

质押应收票据金额大于期末应收票据金额的原因。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的变动情况，具体分析公司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本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相比期初余额降低2.09亿元，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相比期初余额

降低4.98亿。报告期内公司信用政策以及收入结算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应收账款降低的主要

原因系公司子公司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本期收回导致应收账款余额

减少2.02亿。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系化工设备生产及销售，根据不同

订单合同其生产及结算周期不一，本期加大清欠力度，收回前期款项。 应收票据余额降低主要

原因是本期末齐鲁一化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较期初减少2.76亿元。

（2）列示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前五大对象及其关联关系、对应的应收金额、账龄及

坏账计提情况；

应收账款前五名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 是否关联方

交易金额

（万元）

账龄

计提坏账准备（万

元）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10,800.51

1年以内10,794.51

542.72

3-4年6.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10,906.83

1年以内8,006.54

1,602.93

1-2年777.61

2-3年966.86

3-4年299.60

4-5年856.22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

司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9,851.08

1年以内7,363.48

986.931-2年637.63

2-3年1,849.97

灵寿县正元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正元化肥联营企业 7,568.41 1年以内 378.42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否 3,724.53

1年以内2,739.68

557.221-2年180.46

3-4年804.39

合计 42,851.36 4,068.22

应收票据前五名明细如下：

交易对方 是否关联方 交易金额 账龄 计提坏账准备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4,638.77 1年以内

山东聚丰农资有限公司 否 2,845.38 1年以内

山东信隆农化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否 1,788.00 1年以内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否 1,200.00 1年以内

莱芜市浩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否 940.51 1年以内

合计 11,412.66

山东阳煤恒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从股份公司内部单位采购甲醇，把其正常经营收到的票

据背书给内部单位支付货款。 期末按前手统计应收票据前五名时，形成应收票据恒通化工。

（3）公司终止确认的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的交易背景，

应收对象，是否附追索权，和公司进行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对象和资金用途；

报告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187.98亿元，主要是

合并范围内企业间发生的形成的背书转让及贴现的应收票据123.71亿元， 从外部客户收到的

背书转让及贴现应收票据64.81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统采统销，内部交易流程主要通过票

据结算，形成了内部应收票据背书。 同时，为了降低综合资金成本，公司结合资金余额及贴现

成本，将收到的票据进行背书或者贴现，导致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额较大。

虽然上述票据在贴现和背书转让时附有追索权，但上述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且其承

兑人均为信用良好的银行，公司被追索的可能性很小，公司管理层认为上述票据所有权的风

险及报酬已实质转移给对方，公司与供应商拥有合法的贸易背景和商业实质且已将金融资产

现金流量的权利进行了转移，公司对此类已转让的应收票据的继续涉入程度较低，因此期末

终止确认了上述票据及应付供货商款项。

（4）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末将3.61亿元的应收票据进行了质押，而公司报告期末账面应

收票据金额仅为2.29亿元。 上述质押的应收票据是否包括报告期末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

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如是，补充说明公司将尚存在质押的票据予以终止确认的合理

合规性；如否，请解释公司期末质押应收票据金额大于期末应收票据金额的原因。

本公司期末应收票据质押金额3.61亿元，系质押应收票据向银行进行借款，质押金额大于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的原因系质押的票据出票人系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期末合并报表中

相应应收票据余额已经与对应的应付票据余额进行了抵消，因此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中不包含

该质押的应收票据余额。

会计师意见：

针对应收票据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

估和测试；获取应收票据台账、对在手票据进行盘点等。 上述公司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

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相一致。

14.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账面余额为8.00亿元，同比大幅减少。 补充披露：（1）预付金

额前五名的对象及其关联关系、预付款项的形成原因、具体交易情况等；（2）报告期末公司预

付款项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1）预付账款前五名明细：

交易对方 是否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CnampgcSingaporePteLtd 否 尿素贸易 6,874.87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采购乙二醇 3,000.00

山西省电力公司运城大用户营业所 否 电费 2,879.16

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尿素贸易 2,570.27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采购己二酸 2,300.00

合计 17,624.30

预付账款前五名中，关联方预付账款形成原因为公司从事化工贸易业务，期末预付阳泉

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采购乙二醇、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己二酸

款。

（2）报告期末本公司预付款项下降原因系：①期末市场行情不稳定，减少采购量，导致贸

易业务期末预付款较期初减少7.59亿元。②部分子公司由于期末环保检查停产检修较多，原材

料采购量下降，导致期末预付采购金额降低。

会计师意见：

针对预付账款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

估和测试；抽样查看预付账款相对应的采购合同条款、支付凭证及其他支持性文件；检查预付

账款账龄的准确性；查看预付账款所对应的货物的期后入库情况；抽样执行函证程序等。 上述

公司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相一致，预付账款下

降原因与实际情况相符。

15.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25.95亿元，包括原材料12.94亿元、库存商品9.95

亿元，在产品2.78亿元。公司对原材料和库存商品分别计提跌价准备289.50万元和819.21万元。

补充披露：（1）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数量和对应的金额，并对关联采购形成

的存货予以单独列示；（2）结合存货所涉及的原材料及商品的价格变动和后续需求变化情况

等，分析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公司回复：

（1）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数量和对应的金额，并对关联采购形成的存货予

以单独列示；

期末公司存货中原材料和库存商品的主要明细如下：

库存商品名称

期末数量（万

吨）

其中：关联采

购数量（万

吨）

期末金额

（万元）

其中：关联采

购金额（万

元）

期末单位成本

（元/吨）

期末可变现净

值（元/吨）

期末已计提跌

价准备（万元）

尿素 29.14 43,309.92 1,486.10 1,702.59 一

复合肥 1.48 3,390.86 2,290.82 2,332.00 一

乙二醇 0.73 0.01 3,146.43 62.55 4,320.40 4,253.72 146.60

磷酸二铵 1.14 2,448.29 2,151.86 2,412.13

液氨 1.06 2,282.86 2,155.24 2,931.03 一

三聚氰胺 0.34 1,893.13 5,550.47 5,732.05 一

甲醇 0.77 1,820.21 2,364.09 2,120.69 175.82

乙烯 0.16 1,036.87 6,567.13 6,724.00 一

聚氯乙烯 0.16 792.69 5,052.72 5,722.27 一

离子膜烧碱 0.66 543.73 818.16 2,245.12 一

磷酸一铵 0.20 456.12 2,280.61 2,404.55

丙烯 0.07 428.10 6,532.11 6,716.21 一

双氧水 0.43 174.89 402.77 671.39 一

氯化铵 0.22 159.08 711.43 729.27

合计 - 61,883.18 62.55

续：

原材料

期末数量（万

吨）

其中：关联采购数量

（万吨）

期末金额（万元）

其中：关联采购金额

（万元）

期末单位成本（元/

吨）

煤炭

其中：块煤 26.03 14.43 20,084.96 11,865.54 771.48

气化煤 28.60 4.84 16,718.94 2,729.00 584.51

燃料煤 36.73 11.45 20,338.09 6,141.07 553.75

盐 1.91 844.09 442.82

甲醇 7.26 17,945.73 2,470.42

磷铵 1.68 3,327.22 1,979.78

氯化钾 0.57 1,071.42 1,883.72

合计 - 80,330.45 20,735.61

（2）结合存货所涉及的原材料及商品的价格变动和后续需求变化情况等，分析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原材料：公司的原材料主要是原料煤、燃料煤、盐、甲醇以及备品备件等。 由于公司生产出

最终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期末账面价值，本期原材料未出现明显的减值迹象，无需考虑计

提减值。

而针对公司库龄较长、呆滞不用的备品备件及报废的原料等，基本上均已全额计提了存

货跌价准备125.87万元；因此原材料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的。

库存商品：公司期末针对存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部分化工产品期末账面价值低于可变

现净值的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其中乙二醇146.60万元，甲醇175.82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充分。

会计师意见：

针对存货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

测试；实施监盘程序，检查期末存货的数量及状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是否合理，对存货进行

减值测算等。 公司已充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6.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计76.30亿元，同比减少27.93%。 其中，应付票据

期末余额为45.61亿元，同比下降35.23%。 应付票据中，商业承兑汇票为5.93亿元，比上年大幅

增加。 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业绩和采购的变动情况等，分析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大幅

下降的原因；（2）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前五大对象的具体名称、交易背景、对应的采购货

物入库和销售情况等；（3）公司应付商业承兑汇票大幅增加，说明其交易背景、应付对象及其

关联关系等，是否存在通过票据进行融资的情况。 如是，说明具体情况、相关成本及合法合规

性。

公司回复：

（1）公司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下降的原因：①本年度加强统采统销，内部交易

票据结算量增加，期末将内部票据贴现重分类到短期借款；②本年度公司落实清欠专项行动，

清理了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款项。

（2）应付账款前五名明细：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金额 入库销售情况 是否关联方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款 41,430.74 已入库 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款 15,994.01 已入库

同受阳煤集团控

制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款 12,042.32 已入库

同受阳煤集团控

制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款 6,118.12 已完工 否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工程款 4,024.58 已完工 否

合计 79,609.77

应付票据前五名明细：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金额 入库销售情况 是否关联方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款 96,200.00 已入库

同受阳煤集团控

制

山西阳煤丰喜泉稷能源有限公司 尿素款 85,070.00 已销售 子公司

山西丰喜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款 48,595.00 已入库 子公司

山西阳煤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款 40,200.00 已入库 子公司

山西阳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供销分公司 尿素款 37,908.00 已销售 分公司

合计 307,973.00

前五名中包括子公司是公司内部不同性质公司之间，不同地区公司之间采购尿素、设备

采用票据结算，收到票据的一方已将票据背书转让，期末应付票据与应收票据无法抵消形成

的。

（3）商业承兑汇票2018年期末余额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是否关联方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34,500.00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款 10,000.00 否

山西阳煤化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3,500.00 子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3,102.16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滕州市兴宇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甲醇 2,500.00 否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煤炭 1,890.16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 1,375.71 同受阳煤集团控制

其他供应商 采购商品 2,410.87 否

合计 59,278.90

本公司应付票据中商业承兑汇票2018年期末余额相比2017年期末余额上升3.81亿元，上

升比例为180.27%。 本公司商业承兑汇票交易背景均为正常采购原材料及设备产生，商业承兑

汇票本期余额增加原因系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余额有限，部分子公司由于商业信誉较好，与供

应商长期合作的原因增加了商业承兑汇票的使用，截止2018年期末没有商业承兑汇票违约的

情况，不存在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融资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应付票据我们执行了相关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

测试；获取应付票据台账并对其进行发函确认等。 我们没有发现上述公司回复中与财务报告

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也未发现

通过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融资的情况。

17.公司商誉的期末余额为4590.45万元，主要为收购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形

成的相关商誉，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 补充披露：（1）上述商誉的形成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收

购对象、成本、收购时的净资产等；（2）结合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业

绩，和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情况，补充披露公司未对上述商誉进行减值的原因。

公司回复：

（1）上述商誉的形成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收购对象、成本、收购时的净资产等；

2009年12月5日，公司子公司阳煤化投公司与正元集团其他自然人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及

增资扩股协议》，阳煤化投公司按评估值收购正元集团12名自然人股东出让的9000万股股份，

同时对正元集团现金增资9000万股。 本次收购、增资完成后，正元集团的总股本由42000万股

增加到51000万股。其中，阳煤化工公司持有20000万股，持股比例为39.22%，成为正元集团的第

一大股东；其他12名自然人股东持有31000万股，持股比例为60.78%。 同时约定，阳煤化投公司

在正元集团股东会享有51%表决权，在董事会7个席位中占4个。

上述收购成本与被收购业务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差额4,590.45万元确认为商誉。

（2） 结合河北阳煤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来的经营业绩， 和公司商誉减值测试情

况，补充披露公司未对上述商誉进行减值的原因。

①正元化工近年来的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54,960.23 336,832.66 311,143.76 310,976.37 262,137.49

营业成本 308,498.67 298,262.45 293,519.19 271,380.69 250,968.29

税金及附加 2,099.94 2,103.59 1,613.76 252.97 556.92

销售费用 934.23 2,566.29 4,645.59 4,693.67 2,270.76

管理费用 16,590.08 16,605.59 12,292.08 12,023.76 9,740.77

财务费用 20,629.84 22,182.68 21,165.80 14,783.70 2,589.82

资产减值损失 705.28 6,453.05 198.06 234.37 -762.64

投资收益 -219.83 18,408.83 -465.01 56.79 8.96

资产处置收益 66.21 75.02 313.31 - -

加：其他收益 1,053.69 1,157.84 - - -

营业利润 6,402.26 8,300.69 -22,442.42 7,664.01 -3,217.48

加：营业外收入 695.23 518.58 1,815.65 1,494.69 2,055.11

减：营业外支出 158.88 279.96 42.99 96.83 109.23

利润总额 6,938.62 8,539.31 -20,669.77 9,061.88 -1,271.61

减：所得税费用 8,075.78 2,388.37 2,220.53 2,492.98 753.45

净利润 -1,137.15 6,150.94 -22,890.29 6,568.90 -2,025.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72.66 6,111.51 -13,127.31 8,083.96 -1,090.10

②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A、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采用的估值假设如下：

持续经营假设： 是指假设资产组按基准日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等情况正常持续使用，不

会出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

资产组能够按照正元集团管理层预计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

用。

假设资产组业务经营所涉及的外部经济环境不变，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

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假设资产组经营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汇率、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假设基准日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与前期保持一致。

B、关键参数

预测期：公司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管理层批

准的财务预算预测期间2019年-2023年，后续为稳定期，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为0，稳定期的

收入与2023年预测的收入金额一致。

折现率：折现率的计算方法依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模型，其中无风险报酬率参

考使用了十年期记账式国债于2018年末的收益率平均值确认，市场风险溢价参照成熟股票市

场的风险溢价计算，本报告期，公司计算未来现金流现值所采用的税前折现率为11.03%，已反

映了相关风险。

经测试，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561,420.20万元，期末商誉不

存在减值。

会计师意见：

针对商誉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解、评估和

测试；获取管理层财务预算，分析关键经营假设、折现率等参数的合理性；复核了商誉减值计

算的准确性。 我们认为2018年末正元化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高于其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

价值，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8.公司期末长期待摊费用达2.42亿元，其中包括催化剂1.55亿元，融资费用0.51亿元。 补

充披露上述长期待摊费用的形成原因、交易背景、摊销年限等，并结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说明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规性。

公司回复：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期末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摊销年限

催化剂 15,575.95 注1 1-3年

触媒 2,240.55 注1 1-3年

融资费用 5,078.82 与融资相关的手续费等支出 融资期限内摊销

铂网 60.24 注1 1-3年

其他 1,263.88

主要系生产中水处理所需过滤膜以及其他金额较大使用年限

超过1年的材料

1-3年

合计 24,219.45 一

注1：化学反应里能改变（加快或减慢）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而本身的质量和化学

性质在反应前后（反应过程中会改变）都没有发生变化的物质叫做催化剂。 阳煤化工各分子

公司产品种类多，中间产品更多，包括合成氨催化剂、变换催化剂、乙二醇羰化、加氢催化剂、

烯烃催化剂等，设计使用寿命为1到3年不等。 为保证生产装置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必须保证

催化剂使用寿命符合设计要求，这样才能保证生产装置稳定、经济运行，降低生产消耗，节约

单位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配套文件规定，长期待摊费用是指“企业已经发生但应由

本期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1年以上的各项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核算内容及方

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具体摊销年限与长期待摊费用标的实际消耗年限基本相符，摊

销期限合理。

会计师意见：

针对长期待摊费用我们执行了相关的审计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对相关内部控制进行了

解、评估和测试；检查新增项目的性质、受益期限；我们认为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会计处理符合

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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