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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

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

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

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

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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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煤炭行业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周期息息相关。随着经

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加速，国家宏观调控和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

动对行业发展会产生影响，如果未来经济增长放慢或出现衰退，

将直接对发行人业务、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负面影响。虽然

公司通过优化客户结构，适度加大煤炭供应的集中度，将资源优

势转化成经济或效益优势，最大限度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行业的

影响，但仍可能面临因煤炭行业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

险。

二、新能源替代风险

近年来，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科技进步使能源利

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国家加强了对包括水能、石油天然气、风能、

核能和太阳能在内的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环保

法规日益严格和用户要求提高，煤炭行业面临发展洁净煤技术和

开发煤炭替代产品的紧迫形势，以确保煤炭在能源市场中的份

额。目前国内外对清洁能源的开发、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旦

清洁能源得以广泛应用，发行人的煤炭主业的盈利水平将受到不

利影响。

三、环保政策风险

煤炭行业受日益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的监管，生产企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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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减排及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不断加大，发行人面临较大的生

态环境压力。不仅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煤层气、废

水、噪声、煤尘等会对区域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而且随着矿井开

采年限的增加，矿区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地表沉陷。当前，我

国政府对环境保护日益高度重视，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标

准，有可能加大发行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提高生产成本，

进而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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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以下涵义：

发行人/冀中集团/公

司/本公司
指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 指

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

息的有价证券

董事 指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银行间市场 指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

登记拥有本公司已发行债券的投资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http://x/local/!CommandParam(8514,CompanyId=F6A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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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中文名称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文简称 冀中能源

外文名称 JIZHONG ENERGY GROUP CO.,LTD.

外文缩写 JZEG

公司注册资本 693,084.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印朝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办公地址及邮编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054000

公司网址 http://www.jznyjt.com

电子信箱 jznyjtgs@163.com

债务融资工具

相关业务联系人
周建东

联系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电话 0319-2068574

传真 0319-2068524

电子信箱 jznycw202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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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姓名 杜文

职位

企业中文简称

总会计师

联系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电话 0319-2068574

传真 0319-2068524

电子信箱 jznycw2022@163.com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发行人系河北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独资企业，省国资委

为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无变化。

报告期内，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

人员的变更情况如下：

2021 年 4 月，温建国同志转任集团公司专职外部董事；

2021 年 11 月，杨印朝同志担任集团公司董事会董事、董事

长，刘键同志担任集团公司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免去郝

竹山董事、董事长职务，免去苏科舜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免去张汝海、张成文董事职务。调整后董事会成员 5 名，其

中外部董事 2 名；2021 年 12 月，省国资委聘任张海、金浩、

王重润三名同志为集团公司兼职外部董事。集团公司现有董

事 8 名，其中外部董事 5 名。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为：刘键、邵太升、张党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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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恩、杜文，总经理为刘键。

（四）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

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资产、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经营

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

及面向市场自主运营的能力。

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无占用情况。

（五）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

情况，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我公司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

况，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

响。

（六）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

标、行业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的重

大变化情况，以及上述重大变化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及偿债能

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

业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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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金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报告期末，公司未出现有息债务逾期情况。

（八）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暂未被列入应当履行环境信息披露

义务的主体。如后续被列入，将根据相关监管要求进行信息

披露。

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康乐街 14 号祥源大

厦

签字会计师姓名：贾志坡、谷国君

（二）主承销商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

信息如下：

债券简称 主承销商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9 冀中能源

MTN00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佳伟 010-8802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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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冀 中 能源

MTN00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马佳

伟、吴

静

010-88027267

0311-69691077

21 冀 中 能源

SCP00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

大街 28 号

刘宇

昕、徐

萌萌

010-56677528

0311-86880155

19 冀 中 能源

PPN00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北

大街 28 号

安子

博、刘

宇昕

0311-89829673

010-56677528

19 冀 中 能源

MTN004A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马佳

伟、吴

静

010-88027267

0311-69691077

17 冀 中 能源

MTN00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胡臻 010-57395451

19 冀 中 能源

MTN00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马佳

伟、吴

静

010-88027267

0311-69691077

20 冀 中 能源

MTN00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张崛、

王稀楠

13810300416 、

010-6659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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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冀 中 能源

MTN001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马佳

伟、吴

静

010-88027267

0311-69691077

19 冀 中 能源

MTN004B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

马佳

伟、吴

静

010-88027267

0311-69691077

（三）存续期管理机构

债券简称 存续管理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9 冀中能源 MTN00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马佳伟 010-88027267

19 冀中能源 MTN00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吴静 0311-69691077

21 冀中能源 SCP001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

北大街 28 号
徐萌萌 0311-86880155

19 冀中能源 PPN00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

172 号
安子博 0311-89829673

19 冀中能源 MTN004A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吴静 0311-69691077

17 冀中能源 MTN00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

号
胡臻 010-57395451

19 冀中能源 MTN00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吴静 0311-6969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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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冀中能源 MTN0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王稀楠 010-66592497

20 冀中能源 MTN00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吴静 0311-69691077

19 冀中能源 MTN004B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吴静 0311-69691077

（四）进行跟踪评级的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 座

29 层

弓艳华 13933088572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兆泰国际中心 C座

11 层

何阳 157128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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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付息

兑付

方式

交易

场所

主承

销商

存续

期管

理机

构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19 冀中能

源

MTN002

101900607.IB 2019/4/23 2019/4/26 2022/4/26 10 6.98%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

海通证

券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三

期中期票据

19 冀中能

源

MTN003

101900875.IB 2019/7/2 2019/7/5 2022/7/5 5 6.98%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交

通银行

交通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21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21 冀中能

源 SCP001

012103677.IB 2021/10/11 2021/10/14 2022/7/11 10 5.00%

到期一

次还本

付息

银行间

市场

光大证

券、河

北银行

河北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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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三

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19 冀中能

源PPN003

031900606.IB 2019/8/9 2019/8/13 2022/8/13 10 6.05%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光大证

券、招

商银行

招商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四

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19 冀中能

源

MTN004A

101901307.IB 2019/9/24 2019/9/26 2022/9/26 8 6.50%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交

通银行

交通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7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17 冀中能

源

MTN002

101764070.IB 2017/10/26 2017/10/30 2022/10/30 0.6 6.50%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浦发银

行

浦发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9 冀中能

源

MTN001

101900313.IB 2019/3/11 2019/3/13 2023/3/13 10 7.18%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交

通银行

交通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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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

务融资工具。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本公司主体及存量债务融资

工具信用评级等级均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未发生变化。

三、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末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截至报告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20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

20 冀中能

源

MTN002

102000767.IB 2020/4/26 2020/4/28 2023/4/28 5 5.50%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光大证

券、中

国银行

中国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20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 冀中能

源

MTN001

102000448.IB 2020/3/19 2020/3/23 2024/3/23 6 6.20%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交

通银行

交通银

行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9年度第四

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19 冀中能

源

MTN004B

101901308.IB 2019/9/24 2019/9/26 2024/9/26 12 7.00%

每年付

息一

次，到

期一次

还本

银行间

市场

海通证

券、交

通银行

交通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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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元：亿元

债务融资工具简

称

募集总

金额
资金用途

资金投向

行业

计划使用

金额

已使用

金额

是否与承

诺用途或

最新披露

用途一致

未使用

金额

19 冀中能源

MTN002
10

置换集团本部到

期的有息负债
采掘业 10 10 是 0

19 冀中能源

MTN003
5

偿还即将到期的

银行借款
采掘业 5 5 是 0

21 冀中能源

SCP001
10

归还发行人的有

息负债
采掘业 10 10 是 0

19 冀中能源

PPN003
10

归还发行人即将

到期的银行间交

易商协会债务融

资工具

采掘业 10 10 是 0

19 冀中能源

MTN004A
8

置换集团本部的

有息负债
采掘业 8 8 是 0

17 冀中能源

MTN002
20

用于置换发行人

集团本部的银行

借款及到期债券

融资

采掘业 20 20 是 0

19 冀中能源 10 置换集团本部到 采掘业 10 10 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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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N001 期的有息负债

20 冀中能源

MTN002
5

置换集团的有息

负债
采掘业 5 5 是 0

20 冀中能源

MTN001
6

置换集团的有息

负债
采掘业 6 6 是 0

19 冀中能源

MTN004B
12

置换集团本部的

有息负债
采掘业 12 12 是 0

（二）报告期内变更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不涉及。

（三）报告期内资金用于特定用途的具体情况

不涉及。

（四）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项目的进展情况及运营

效益

不涉及。

（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不涉及。

四、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

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不涉及。

五、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

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内的现状、执行情况和变化情况

以及变化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末，本公司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无信用增信机

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证措施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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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

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

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

新租赁准则，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

2、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

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

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3、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简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

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



21

则进行会计处理，执行新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2021 年 1 月 1 日、2020 年度

（变更前）金额 （变更后）金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 87,960,327.7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56,960,327.79 -

应收票据 2,971,499,038.53 1,950,758,980.13

应收款项融资 - 1,690,283,346.96

预付款项 36,289,430,008.49 36,288,405,870.5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10,135,024.32 -

其他债权投资 - 195,00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1,774,077,544.27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2,076,615,434.3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200,249,509.08

固定资产 52,381,050,275.64 51,549,221,961.58

使用权资产 - 1,950,726,220.82

长摊待摊费用 798,236,510.53 779,576,873.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68,369,673.23 8,839,847,217.50

应付账款 10,891,542,628.15 11,561,085,916.71

预收款项 6,175,587,843.83 2,439,194,907.69

合同负债 - 3,539,122,359.8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901,483,023.42 29,259,041,738.56

其他流动负债 14,175,997,929.03 14,268,190,0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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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负债 - 1,441,910,868.16

长期应付款 4,617,395,450.67 3,917,139,999.19

其他非流动负债 395,534,571.04 500,613,040.55

其他综合收益 -36,364,097.01 -38,419,097.01

未分配利润 -4,855,652,248.50 -4,958,272,329.35

信用减值损失 -1,001,717,513.96

资产减值损失 -1,302,209,597.73 -300,492,083.77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无。

（三）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邢矿集团下属山西金晖隆泰煤业有限公

司 2021 年度计提应付孝义市晟龙大酒店有限公司以前年度

利息费用 4.000,000.00 元。该事项对期初未分配利润产生影

响，调增期初其他应付款 40,000,000.00 元，调减期初未分配

利润 20,400,000.00 元，调减期初少数股东权益 19,600,000.00

元。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情况

不涉及。

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一）按照冀国资发产权管理[2021]17 号《关于划转河北

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国有股权的批复》，本公司将河

北航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划转至河北交投集团，2021 年不再

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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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021 年 6 月 27 日，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了本公司子公司邢矿集团下属内蒙古五原金

牛煤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2021

年内蒙古五原金牛煤化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本公司子公司邢矿集团下属河北充填采矿技术有限

公司下属河北时中矿山运输装备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注销，2021 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三）根据相关政策，2021 年本公司子公司峰峰集团将

全资子公司邯郸市孙庄采矿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邯郸市

峰合矿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四）2021 年 3 月 15 日，本公司批复了子公司邯矿集

团下属山西金地煤焦有限公司转让山西兴县金地煤业有限

公司股权事项，2021 年 8 月，山西金地煤焦有限公司通过河

北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出让山西兴县金地煤业有限公司

股权，由青岛瑞港通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262,000,000.00

元价款进行摘牌。本年兴县煤业报表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五）本公司子公司国际物流下属全资子公司冀中能源

集团国际物流（香港）有限公司及下属四家子公司、一家孙

公司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2021 年 5 月，冀中能源集团国

际物流（香港）有限公司被香港高院判定清盘，按相关规定

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四、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 10%的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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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限资产情况

项目 账面金额（万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6,287,02.90

财务公司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子公司银

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生产安全押金、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保证金等。

六、对外担保金额以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不

包含对集团内的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单位名称 被担保单位名称

担保

事项

金额 备注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 9,000.00 保证借款

注：华药股份为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

9,000.00 万元，截止报告日该借款已逾期。2010 年华药股份

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和平支行”）起诉石家庄

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化集团”）及华药股

份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10]冀民二初字

第 3 号），判决焦化集团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工行和

平支行货款 18,190.00 万元及利息 358.5 万元（利息已计算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同时判决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焦

化集团借款中的 580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37.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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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责任,详见华药股份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临 2010-018

号公告。工行和平支行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诉中保全措施，

已查封焦化集团 1170 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按照石家庄市退

市进郊企业有关土地收储办法和石家庄市开发区标准地价

估算，被查封土地价值在 8 亿元左右。工行和平支行于 2014

年 12 月 26 日，将相应债权及担保权利整体转让给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和河北国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傲公司”)。华融公

司和国傲公司受让标的债权后又与石家庄宝德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德集团”)签订了编号为河北

Y03140065-2 号、债转 20150123 号债权转让协议，将标的债

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宝德集团，该公司为石家庄市国资委全

资子公司。截止报告披露日，宝德集团已成为上述债权的合

法权利人。

2015 年 5 月 29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

冀执字第 2-6 号执行裁定书，将申请执行人工行和平支行变

更为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向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行本案，理由为根据石家庄

市国资委的要求，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石家庄市国

资委百分之百出资控股企业，同时作为焦化集团的最大股

东，主导焦化集团的重组搬迁进程。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

经裁定本案中止执行。

鉴于上述情况，焦化集团被查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

值高于焦化集团的全部债务，华药股份的连带保证责任在焦



26

化集团有能力履行其全部债务，且焦化集团的债权人变更为

其最大股东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下风险较小，对

华药股份本期利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二）重大未决诉讼

1、冀中股份之孙公司鄂尔多斯市盛鑫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因 2008 年煤矿巷道掘进施工合同纠纷，被提起诉讼，经

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决盛鑫煤业公司败诉需支付工程款

62,325,107.15 元，按照冀中股份之子公司冀中能源内蒙古有

限公司购买盛鑫煤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冀中股

份有权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就实际损失金额向原大股东即目

前合作方郝彦兵进行追偿。本期根据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

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2018）内 06 执异 445 号，裁定

不予执行西安仲裁委员会西仲裁字( 2014）第 485 号裁决。

根据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2015）

鄂执行字第 541 号之三十一，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鄂尔多斯

市盛鑫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采矿许可证的查封。

2、维尔康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1 日收到美国纽约东区联

邦法院送达的反垄断集团诉讼传票及诉状等相关诉讼文件，

华药股份已于 2005 年 6 月 3 日发布了临时公告（编号：临

2005 一 011）予以披露。本案原告为美国 Ranis 公司和 Animal

Sciene Products Inc 等公司，被告为包括维尔康公司在内的

多家中国维生素 C 生产企业。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支

付 3 倍以上的损失赔偿、诉讼费用并要求禁令救济以补偿其

因被告违反谢尔曼法案而遭受的损失，参与共谋的成员将对



27

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

华药股份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发布《华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维尔康公司涉诉事宜进展的公告》

（编号：临 2013 一 004）、2013 年 3 月 21 日发布《华北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北维尔康公司涉诉

事宜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13 一 005)，确认美国纽约

东区联邦法院对维尔康公司在美国反垄断集团诉讼案做出

判决，维尔康公司和本公司应向原告美国 Ranis 公司赔偿

15,330 万美元。维尔康公司认为上述审理结果严重背离事实

和法律，将继续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13 年 3 月 19 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

发布人就维尔康公司在美国反垄断集团诉讼称：“商务部认

为本案针对中国企业的审理结果是不公正和不恰当的，相关

中国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法律、法规，相关中国

企业是为执行当时中国政府部门的强制性要求而采取的相

应的行为。商务部将继续坚定地支持遵纪守法的中国企业采

取合法手段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维尔康公司已经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2015 年 1 月 29 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其

后，维尔康公司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向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

补交了部分新证据。经二审法院审理，2016 年 9 月 20 日，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做出判决：撤消地区法院违反国际礼

让原则的原判决，驳回原告诉讼，发回原审法院并指令原审

法院撤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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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22 日，华药股份发布《关于公司下属子公

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涉诉事宜持续进展公告》（编号：

临 2018 一 00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受理原告请求的决

定，将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二审以国际礼让原则驳回原告全

部诉求并撤销一审判决是否正确进行审查，诉讼结果具有不

确定性。

2018 年 6 月 15 日，华北制药发布的《关于公司下属子

公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涉诉事宜持续进展公告》（编

号：临 2018 一 02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美国时间 2018 年

6 月 14 日就原告提出的再审请求作出裁决，将案件发回原二

审法院重新审理，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2021 年 8 月 10 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再次以

违反国际礼让原则为由，撤销一审判决，退回案件并指令地

区法院驳回原告起诉且不得再次起诉；

2021 年 11 月 8 日，华北制药发布《关于公司下属子公

司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涉诉事宜持续进展暨美国地方

法院撤销案件的公告》（编号：临 2021-055），案件原一审

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作出判决，

根据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命令，已驳回原告起诉，

撤销案件且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起诉。

七、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一）变更内容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无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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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投资者权益的影响情况

无不利影响。

（三）变更后制度的主要内容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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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报告

请参见后附的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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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

报告原件；

报告期内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

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

的年度报告、年度财务信息。

二、查询地址

发行人：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印朝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联系人： 周建东

联系电话：0319-2068574

传真：0319-2068524

电子邮箱：jznycw2022@163.com

三、查询网站

投 资 者 可 通 过 中 国 货 币 网

（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或 上 海 清 算 所 网 站

（http://www.shclearing.com）查询下载上述备查文件。

http://x/local/!CommandParam(8514,CompanyId=F6A3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