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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平煤神马集团
与中原证券的此次战略合作
上，除了两家子公司IPO启动
之外，双方还将在债权融资、
股权融资、资产证券化等多方
面展开合作。

在股权融资方面，双方约
定平煤神马集团附属公司可
在沪深交易所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或科创板首发上市，也
可在香港联交所首发上市。
双方共同筛查平煤神马集团
有上市意向的附属公司，由公
司组织进行初步尽调，对具备
上市可行性的公司，公司进行
上市前的辅导。

同时在上市公司再融资
方面，中原证券将对平煤神马
集团上市子公司财务和经营
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制订各
自具体的股权再融资方案，经
平煤神马集团同意后组织实
施。具体方式包括增发、配
股、发行可转换债券和发行优
先股等。

除股权融资方面的合作
外，中原证券还将根据平煤神
马集团制订债权融资方案。
同时，双方还将共同发起设立

产业基金。
事实上，在资产证券化方

面，2015年，平煤神马集团旗
下的平煤股份通过安信基金
全资子公司安信乾盛财富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已经实施
过应收账款证券化。

此外，在平煤神马集团内
部，易成新能将作价70亿元，
收购资产体量是其数倍的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
限公司 100%股权。在业内
人士看来，这不仅将使易成新
能主业由光伏行业向石墨电
极拓展，更是平煤神马集团资
产证券化的重要一步。

对平煤神马集团稳步推
进资产证券化，九鼎德盛经济
研究院院长张保盈表示：“目
前在国有企业领域还有很多
比较大的闲置资产，这就要求
国有企业通过新的手段来实
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过
去多年平煤神马集团资产证
券化的成效来看，有助于其缓
解资金压力，提高人员就业的
水平，对平煤神马集团的内部
改革将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
进作用。”

平煤神马开启资本新局
两家子公司同日启动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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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拟IPO子公司成色
如何？

资料显示，硅烷科技
2016年挂牌新三板，主要从
事电子级硅烷气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主要产品为
硅烷气，副产品四氯化硅。
目前该公司的电子级硅烷气
生产线是国内领先的百吨规
模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的工
业化生产装置。

据 硅 烷 科 技 发 布 的
2018年年报，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38亿元，同比增

长52.58%，净利润885.86万
元，同比增长35.39%。截至
2018年末，平煤神马集团持
有公司35.3%的股份，为第
一大股东，平煤神马集团控
股子公司平煤神马集团许昌
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32.74%，为第二大股东。

挂牌以来，硅烷科技业
绩持续呈快速增长状态。
2016年、2017年，公司分别
实 现 营 收 5101.9 万 元 、
9023.15万元；净利润239.45
万元、654.3万元，净利润同
比增长132.56%、173.25%。

当日启动IPO的另一家
企业催化科技，则是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直属二级子公
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2017年7月19日，催化科技
与江苏黄马化工有限公司正
式合并重组。公司注册资本
为6125万元，其中平煤神马
集团为第一大股东。现拥有
河南平顶山、江苏淮安两个
生产基地，是国内催化剂生
产销售龙头企业。

从经营范围上看，催化
科技主要从事催化剂的生
产、销售、研发及回收利用
等。根据催化科技的未来发
展计划，公司计划投资2.2亿
元，进行220吨催化剂生产
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

随着平煤神马集团与中
原证券的联姻，两家子公司
的IPO正式开启。实际上，
在过去的十年间，借助实业
和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平
煤神马集团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

2008年，平煤神马集团
正式成立，平煤集团和神马
集团联合组建。对于当时平
煤神马集团的组建，各方评
价颇高。从地域上看，两家
公司都位于平顶山，都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另外，平煤
集团与神马集团处于行业上
下游，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
互补需求。通过整合，平煤
集团能够获得神马化工产业
的技术、经验以及向煤化工
下游拓展的机会，而神马集
团能够获得平煤集团稳定的
煤炭资源供应，从而最终实
现双赢。

2018年12月4日，在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创立10周年
座谈会上，谈及平煤神马集
团的组建，李毛表示：“回想
过去，当时如果没有平煤、神
马联合重组，没有平煤的强

力支撑，神马将很难走出困
境、存活下去。现在看来，如
果没有尼龙板块的快速发
展，煤炭板块也得不到很好
的结构调整和有力的支撑。
两家企业重组，并不是谁占
了谁的便宜，而是相互依存、
互为受益。”

在平煤神马集团组建4
年多之后，其触角继续向能
源产业延伸。

2013年4月，国内规模
最大的两家光伏切割刃料生
产企业新大新材与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旗下的易成新材重
组尘埃落定。新大新材购买
易成新材100%股权，交易完
成后，新大新材的第一大股
东变更为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

据了解，新大新材与易
成新材的整合，在产品结构、
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实现了优
势互补，增强了重组后上市
公司的优势，提升核心竞争
优势，并增强抗风险能力，也
提升了对股东的回报水平。
随后在2015年，新大新材正
式更名易成新能。

除了三家A股上市公司

之外，在新三板领域，平煤神
马集团亦斩获颇丰。截至目
前，平煤集团旗下已有7家
企业实现新三板挂牌，分别
是硅烷科技、河南电气、中平
自动、矿益股份、天成环保、
神马华威、天工科技。

通过资产证券化的稳步
推进，截至目前，平煤神马集
团已形成以煤炭采选、化工、
尼龙3大核心产业和煤电、
贸易、高新技术、建工建材、
机电装备5大辅助产业为主
体的产业体系。

“过去十年，平煤神马集
团的营业收入从681亿元预
计增长到 1280 亿元，增长
88%；资产总额从644亿元
增长到1762亿元，增长近两
倍。主导产品精煤产能达到
1200万吨；焦炭产能由260
万吨增加到千万吨；尼龙产
品产能由30万吨增加到135
万吨，增长了近五倍；大规格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产能达到
3.2万吨。企业综合实力已
具备对标全球行业巨头、赶
超国内一流企业的基础和底
气。”李毛说。

从2008年的集结成军到
2018年的千亿能源集团，在
过去的十年间，在平煤神马集
团晋级之路上，抓住国企改革
的机遇，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是其成为国企改革的范
本的重要原因。

2014年10月，河南省国
资委出台了《省管企业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工作方案》
和《省管企业市场化选聘职业
经理人试点工作方案》，平煤
神马集团成为8家试点企业
之一。

作为国企改革的先锋，平
煤神马集团确立了“四个转
变”战略构想：加快由规模增
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由传
统产业向传统产业提升与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并重转变，由
实业经营向实业与资本双轮
驱动转变，由传统国有管理体
制向全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转变。

在此战略的指引下，平煤
神马集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不断向纵深推进，其混改经验
入选国务院国资委改革案例
并向全国推广。

纵观平煤神马的混改路
径，其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
式，将企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平台，坚持“一企一策”，根据
企业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出资
新设、重组上市、引进投资、吸

收合并、股权置换、股权转让、
员工持股等工具，使国有资本
在资本市场自由快速进出，实
现了经营收益最大化，从而提
高国企的资产证券化率。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
时任平煤神马集团董事长的
梁铁山表示，集团将依托旗下
三家上市公司，把煤焦、尼龙、
新能源新材料三个核心产业
资产分别装入平煤股份、神马
股份、易成新能，推进整体上
市或主营业务上市，完成后预
计80%的下属企业可实现上
市。同时，通过吸收合并、股
权置换、股权转让等方式，积
极与优秀民营企业合资合作，
使没有上市的企业实现产权
多元、混合所有，试点推行管
理层和骨干员工持股。

在去年举行的平煤神马
创立10周年座谈会上，李毛
也表示：“围绕产业链延伸拓
展发展空间，平煤神马集团不
断深化与知名央企、优秀民企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资
产证券化方面，集团取得新突
破，三大核心产业整体上市稳
步推进，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
7家。成立金融事业部，组建
财务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金
融平台，探索开展内保外贷、
融资租赁等新业务，构建起多
层次、多元化融资渠道。”

实业、资本双轮驱动，坐拥3家上市公司、7家新三板企业
多方探索，资产证券化持续推进

资产证券化，助力能源巨头国企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