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參考，並不構成買入、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利明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

代表利明控股有限公司

收購亞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最多 50.5%已發行股本

並註銷其最多 50.5%未行使購股權

及限制股份單位之

有先決條件自願部分現金要約

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刊發的公佈

茲提述利明控股有限公司（「要約人」）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就該等要約發出的公佈（「該公

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要約人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3393）（「新天然

氣」）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新天然氣已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則及規例,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

十五日刊發(i)由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信達」）就新天然氣的重大資產購買開展的估值分析

（「信達分析」）及(ii)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並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再公佈並包含若干修訂，

「購買報告書」），當中載有新天然氣董事就信達分析及新天然氣的控股股東明再遠先生及信達就

進行該等要約的理由作出的若干陳述（「陳述」）。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以中文刊登的信達分析及陳述譯本隨附於本公佈。要約人

和執行人員亦在討論收購守則第 11 條項下是否有關於信達分析的任何適用的規定。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參閱要約人於聯交所網站刊發的文件，以獲得有關該等要約的資料。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如對彼等之情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其本身

的專業顧問。

承唯一董事命

利明控股有限公司

郭志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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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要約人的唯一董事為郭志輝。

要約人的唯一董事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有關本集團之任何資料除外），並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所深知，本公佈所發表之意見（董事所發表者除外）乃經審慎

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足以令本公佈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於本公佈日期，新疆鑫泰天然氣有限公司的董事會包括明再遠先生、明再富先生、尹顯峰先生、

郭志輝先生、段賢琪先生、張宏興先生、黃健先生（獨立董事）、瞿學忠先生（獨立董事）及張

銀傑女士（獨立董事）。

新疆鑫泰天然氣有限公司的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有關本集

團之任何資料除外），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佈所發表之意見（董

事所發表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足以令本公佈任

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佈中有關本集團的資料乃摘錄自或基於有關本公司的公開可得資料。要約人的唯一董事及新

天然氣的董事共同及個別就該等資料承擔的唯一責任為正確及公平地轉載或呈列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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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一、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信達證券」）作為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新天然氣」、「上市公司」或「公司」）部分要約收購亞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亞美能源」、「標的公司」）的估值機構，在執行估值過程中恪守獨立、客觀和公正的

原則，遵循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根據我們在執業過程中收集的資料，估值報告陳述的內容是

客觀的。 

二、本報告為信達證券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 26 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2017 年修訂）》等法規和規範性文件

的要求出具。本報告中的觀點不構成對任何第三方的建議、推薦或補償。

三、本報告中的分析、判斷和結論受報告中假設和限定條件的限制，使用者應當充分考慮報告

中載明的假設、限定條件及其對結論的影響。

四、就報告中所涉及的公開信息，本報告不構成對其準確性、完整性或適當性的任何保證。

五、本報告未對交易雙方的業務、運營、財務狀況進行全面分析，亦未對交易雙方未來發展前

景發表任何意見。

六、在形成本報告的過程中，並沒有考慮任何特定投資者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納稅狀況、

風險偏好或個體情況。由於不同的投資者有不同的投資目的和組合，如需要具體的建議，投資

者應及時就其投資組合諮詢其各自的股票經紀人、律師、會計師，稅務顧問或其他專業顧問。

七、本估值報告的觀點僅基於對已公開披露財務信息的分析，未將商業、法律、稅務、監管環

境等其他因素納入考慮。本估值報告亦不對收購完成或失敗後標的公司的交易價值或股價做出

評價。上述因素超出了本估值報告的考察範圍和職責範圍。

八、目前市場上並無可比公司與標的公司在以下方面完全相同：資產規模、地面開採規模、區

塊優勢、地質條件、外輸管網、輻射市場、業務規模、風險情況、資產規模、歷史表現及未來

預期等。投資者應注意與可比公司的比較分析僅能作為對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標的公司潛在

價值的示意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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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除非本報告中另有定義，本報告中所使用的術語簡稱應具有《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對該等術語所規定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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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情況介紹

一、 上市公司及交易標的概況

新天然氣於 2016 年 9 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碼為 603393.SH。新天然氣

主要從事城市天然氣的輸配與銷售、入戶安裝業務，目前公司城市燃氣業務的經營區域均在新

疆境內，包括烏魯木齊市米東區、阜康市、高新區、五家渠市、庫車縣、焉耆縣、博湖縣及和

碩縣等 8 個市（區、縣）。

亞美能源於 2015 年 6 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碼為 2686.HK。亞美能源的主要

業務是在中國從事煤層氣的勘探、開發和生產，其全資下屬公司美中能源有限公司和亞美大陸

煤層氣有限公司，分別運營中國兩大重要中外合作煤層氣項目——潘莊和馬必項目。

上市公司及交易標的具體業務、財務等情況請參閱本次交易相關之《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報告書》。

二、 本次交易情況

(一) 本次交易概述

新天然氣擬通過全資孫公司香港利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利明」），待先決條

件達成後，發出自願有條件現金部分要約，向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亞美能源合資格股東收

購不超過 50.5%的已發行股份，此外將根據香港《收購與合併守則》第 13.1 條發出適當要約，

註銷或收購（如適用）不超過 50.5%的未行使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

根據 2018 年 3 月 30 日亞美能源已發行股份數量 3,337,202,448 股計算，本次要約人擬收購

的股份數量不超過為 1,685,287,237 股或要約最後截止日當天 50.5%的已發行股份（倘若要約公

告日至要約最後截止日期間存在購股權的有效行使）的較高者；根據未行使購股權 200,309,495

份 和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53,746,929 份 計 算 ， 本 次 要 約 人 擬 註 銷 或 收 購 （ 如 適 用 ） 不 超 過

101,156,295 份未行使購股權及 27,142,200 份受限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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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

本次要約收購的要約人為香港利明，本次要約收購的潛在交易對方為標的公司的全體合資

格股東、合資格購股權持有人及合資格受限制股份單位持有人。

(三) 交易對價

本次部分要約的價格為 1.75 港元/股（具體以要約公告為準）

三、 本次交易背景及目的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天然氣處於行業高速發展期。自 2004 年西氣東輸管線開始向長江中下游供氣起，我國天

然氣行業經歷了十年的高速發展。天然氣核心需求區域也由最初的內陸天然氣產區四川、重慶、

陝西等地，逐步轉移到經濟發達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之後的十年間，受益於社會

經濟高速發展、供應能力大幅提升、儲運設施不斷完善和天然氣價格機制改革等諸多因素的支

持和推動，我國天然氣行業得到了迅猛發展。至 2017 年，中國天然氣年消費量從 2005 年的

466 億立方米增至 2352 億立方米，年均複合增長率高達 14.4%。

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比重持續增長。隨著我國天然氣資源供應渠道的多元化及城市燃氣管道

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同時為滿足嚴控大氣污染物排放、改善環境空氣質量的迫切現實要求，

我國天然氣消費總量不僅在規模上快速增長，其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亦不斷提升，從

2000 年的 2.2%左右上升至 2017 年的 7.1%左右。未來天然氣在我國一次性能源消費結構中的

占比仍將持續提高，預計到 2020 年，天然氣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 8%-10%。

標的公司擁有優質資源。標的公司是一家在中國煤層氣勘探開發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國際

能源公司，專注於非常規天然氣資源的開發及價值優化，為中國經濟供應清潔能源。標的公司

的主要運營的潘莊及馬必區塊位於沁水盆地西南部，其煤層氣探明儲量位居中國各盆地之首。

標的公司與中聯煤層氣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聯煤層氣」）合作的潘莊項目為中國商業

化程度最高的中外合作煤層氣項目，也是中國首個進入全面商業開發和生產的中外合作煤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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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2017年煤層氣產量5.72億立方米。標的公司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以下簡稱「中

石油」）合作的馬必項目總體開發方案（ODP）一期已於 2013 年 11 月獲得國家能源局的前期

批復，目前已通過中石油的最後審閱，尚待其提交至國家發改委完成備案。國務院在 2017 年年

初宣佈，所有煤層氣 ODP 報告的審批政策由國家發改委核准制變更為備案制，如果 2018 年上

半年備案制的相關細則能夠出台，則馬必項目或將於 2018 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大規模商業性開發

階段，產量預計將會有顯著提升。

(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為抓住當前天然氣快速發展的有利時機，通過對標的公司的收購，整合上下游產

業鏈，發揮協同效應，進一步釋放產能和利潤，提高經濟效益。這不僅符合公司能源全產業鏈

化、高新科技化、國際化、金融化的「四化發展戰略」，也符合並滿足國家中長期煤層氣產業

發展的政策要求。本次交易完成後，新天然氣將獲得優質的煤層氣勘探、開發和運營資產，同

時控股境外上市公司搭建國際資本平台，對長期發展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和價值。通過本次交

易，新天然氣可以在業務開拓、地域佈局、產業鏈整合等方面與標的公司形成協同效應，將有

力提升上市公司的市場影響力和品牌價值。

四、 報告目的

本次上市公司的交易是境外公開市場的要約收購，不以資產評估報告和估值報告為定價依

據。本次要約收購的價格是上市公司在綜合考量並全面評估標的公司的戰略價值、行業發展、

資產狀況、盈利水平、技術條件及協同效應的基礎上，根據標的公司的淨資產和公開市值情況

確定的。

本次估值的目的是從獨立估值機構的角度分析本次交易價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本報告不

構成對任何第三方的建議、推薦或補償。

五、 估值基準日

本報告的估值基準日為 2018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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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估值思路及方法

一、 估值思路及方法比較

從併購交易的實踐操作來看，一般可以通過可比公司法、可比交易法、現金流折現法等方

法進行交易價格的公允性及合理性分析。本報告沒有採用現金流折現法，主要是因為本次交易

為公開市場的要約收購，在收購完成之前，受法律監管及商業保密限制無法對標的公司進行現

場盡職調查，因此無法對標的公司的未來盈利及現金流進行詳細預測。

可比公司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據標的公司的特點，選取其它可比上市公司的相關指標、估值

倍數作為參考，對本次交易的定價進行分析。

可比交易法是以其它可比融資或併購交易的對價作為參考，對本次交易的定價進行分析。

以上兩種方法的優點、缺點以及適用性如下所述：

可比公司法的優點在於，該方法是基於有效市場假設，即假設交易價格反映了包括行業趨

勢、業務風險、發展速度、盈利能力等全部可以獲得的信息，相關參數容易獲得；其缺點在於，

無法對可比公司業務和財務上的差異進行準確調整，且無法將公司治理、政府監管等因素納入

考慮。

可比交易法的優點在於，該方法以可比交易的實際交易價格為基礎，估值水平明確；其缺

點在於，即使同行業、同類型的併購交易，在交易架構、交易談判及交易進程等方面可能仍然

存在差異，根據實際情況選取可比交易並進行調整分析具有一定操作難度且主觀性較強。

本報告將根據本次交易的實際情況，通過可比公司法及可比交易法對本次交易的定價進行

分析和估值；同時由於標的公司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本次估值將結合境內上市公司要約收

購香港上市公司溢價情況對本次交易定價的公允性及合理性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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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比公司法

(一) 選擇可比公司

亞美能源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煤層氣的勘探、開發及生產。亞美能源

通過與中聯煤層氣及中石油(經中國政府授權的可以與外國公司合夥勘探、開發及生產煤層氣的

四家國有企業中的兩家)訂立產品分成合同的方式開展業務。根據產品分成合同，亞美能源成為

潘莊及馬必區塊的實際營運商，獲得勘探、開發及生產該區塊內煤層氣的權益。因此，本次可

比公司的選取需遵循如下原則：

1、可比公司所從事的行業或主營業務與亞美能源相同或相似。

2、可比公司需為大型煤層氣的勘探、開發及生產公司。

3、可比公司需為上市公司，以保證其數據的可獲得性、可靠性與可比性。

中國煤層氣生產商可大致分類為大型國有企業、外國煤層氣生產商及地方煤礦企業。作為

常規天然氣競爭力的延伸，大型國有企業在籌措資金、管道進入及區塊登記方面具有先天優勢，

在中國煤層氣行業內發揮著主導作用，主要包括中石油和中聯煤層氣等；目前，外國煤層氣生

產商只能選擇通過與經中國政府授權的國有企業開展合作的方式，在中國境內開展業務；地方

煤礦企業（如晉城無煙煤礦業集團旗下的藍焰控股）可在其擁有的煤礦礦區範圍內進行煤層氣

開發和生產。

目前在山西從事煤層氣業務的境內外上市公司主要有：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山西藍焰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藍焰控股」）（000968.SZ）、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綠龍燃氣

（Green Dragon Gas）、美國場外電子交易板上市的遠東能源（Far East Energy），以及本次

交易的標的公司亞美能源（02686.HK）。由於遠東能源在中國尚未實現盈利，而綠龍燃氣僅在

2015 年盈利，因此本估值報告最適合選擇的可比公司僅為藍焰控股。

藍焰控股前身為太原煤氣化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在深交所上市，主營業務為煤炭、焦炭生產銷售，

主要產品為原煤、精煤、中煤。2016 年 7 月，公司啟動重大資產重組，進行資產置換，剝離煤炭業務

相關資產、負債、人員等，同時注入晉煤集團所持有的藍焰煤層氣 100%股權。資產置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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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完成，公司更名為「藍焰控股」，主營業務變更為煤礦瓦斯治理及煤層氣勘探、

開發與利用，成為 A 股唯一煤層氣標的，公司控股股東由太原煤氣化集團變更為山西晉煤集團，

實際控制人為山西省國資委。根據藍焰控股 2017 年年報，煤層氣銷售營收占比為 58.89%。

(二) 財務指標對比

藍焰控股與亞美能源 2017 年財務指標對比情況如下：

表 1：亞美能源與藍焰控股財務指標對比

項目 亞美能源 2686.HK 藍焰控股 000968.SZ 

資產負債率 19.28% 55.65% 

淨利潤/營業收入 33.83% 24.97% 

資產收益率 ROA 3.04% 7.00% 

淨資產收益率 ROE（加權） 3.72% 18.89% 

數據來源：Wind，藍焰控股 2017 年年報，亞美能源 2017 年年報，信達證券研發中心註：為了

使兩家上市公司財務數據時間節點保持一致，均採用 2017 年中報數據。

從盈利能力看，亞美能源與藍焰控股的盈利能力差異不大。亞美能源的資產負債率僅

19.28%，顯著低於藍焰控股的 55.65%；但由於煤層氣前期勘探開發成本高，前期資本化的資

產比重大，亞美能源自 2016 年才進入商業運營階段，而藍焰控股進入商業運營的時間更長，導

致亞美能源的 ROA 及 ROE 較藍焰控股更低。

(三) 估值結果

藍焰控股 2018 年 3 月 30 日的平均交易成交價 12.80 元人民幣/股。根據藍焰控股 2017 年

每股收益 EPS 0.55 元人民幣測算，市盈率 P/E 為 23.27 倍；根據藍焰控股 2017 年每股淨資產

3.267 元人民幣測算，市淨率 P/B 為 3.92 倍。

亞美能源 2017 年 EPS 0.055 元人民幣，每股淨資產 1.48 元人民幣，據此測算亞美能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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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股價分別為 1.28 元人民幣/股和 5.80 元人民幣/股，即 1.60 港元/股和 7.27 港元/股。本次交

易的要約價格 1.75 港元/股，略高於可比公司法下的 P/E 估值 1.60 港元/股，但遠低於 P/B 估值

7.27 港元/股。

表 2：亞美能源可比公司法估值

可比公司相對估值指標 亞美能源估值

按藍焰控股 P/E=23.27 測算 1.28 人民幣/股，1.60 港元/股* 

按藍焰控股 P/B=3.92 測算 5.80 人民幣/股，7.27 港元/股* 

*人民幣對港幣匯率參照 2018年 3月 3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 1人民幣=1.2523

港元。

三、 可比交易法

(一) 選擇可比交易

本次估值中，可比交易的選擇遵循如下原則：

1、根據亞美能源的經營範圍及所處行業，選擇最近 5 年（2012 年—2017 年）內公告完成

的交易，且有公開披露信息。

2、考慮到此次交易完成後，亞美能源將成為香港利明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在選取可比交

易時要求收購方在交易完成後取得對目標公司的控股權。

綜合以上因素，本估值報告最終選擇上海沃施園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沃施股份 」）

收購北京中海沃邦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海沃邦 」）、太原煤氣化股份公司（以下

簡稱「*ST 煤氣」）置換藍焰控股作為可比交易。可比交易基本情況如下：

可比交易 1：沃施股份收購中海沃邦

2017 年 10 月，沃施股份支付現金 12.24 億元向山西匯景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山西瑞隆天成商貿

有限公司、博睿天晟（北京）投資有限公司購買中海沃邦 27.20%的股權。該筆交易中海沃邦 100%股

權的交易價格 450,000.00 萬元，與經審計的 2017 年 9 月 30 日淨資產賬面價值 60,539.5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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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上述交易的 P/B 為 7.43 倍。

可比交易 2：*ST 煤氣置換藍焰控股

2016 年 12 月，*ST 煤氣通過以除全部應付債券及部分其他流動資產、應交稅費、應付利

息外的全部資產和負債與藍焰控股 100%股權的等值部分進行資產置換，並通過向藍焰控股的

控股股東晉煤集團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的方式購買資產置換的差額部分。

(二) 估值結果

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亞美能源的股價為 1.37 港元/股。目前，經上市公司與亞美能源

主要股東溝通、協商，本次部分要約的價格為 1.75 港元/股（具體以要約公告為準）。

根據亞美能源披露的 2017 年年報，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亞美能源總資產為 61.32 億

元人民幣，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權益為 49.50 億元人民幣，每股淨資產 1.48 元人民幣（約合

每股淨資產 1.85 港元），以本次部分要約的價格 1.75 港元/股計算，亞美能源的 P/B 為 0.95，

不僅低於沃施股份收購中海沃邦的 P/B，也低於*ST 煤氣置換藍焰控股的 P/B。

標的公司與可比交易估值指標的對比情況如下：

表 3：標的公司按可比交易法估值

可比交易相對估值指標 亞美能源估值

按沃施股份收購中海沃邦 P/B=7.43 測算 11.00 人民幣/股，13.78 港元/股* 

按 ST 煤氣置換藍焰控股 P/B=1.28 測算 1.89 人民幣/股，2.37 港元/股* 

*人民幣對港幣匯率參照 2018 年 3 月 30 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 1 人民幣

=1.2523 港元

四、 現金流折現法

本次交易為公開市場的要約收購，在收購完成之前，受境外法律監管及商業保密限制不能

對標的公司進行現場盡職調查，僅能通過公開資料獲取有關信息，因此本報告無法對標的公司

的未來盈利及現金流進行詳細預測；同時，預計亞美能源的未來主要收益增長來自馬必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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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發改委尚未對馬必項目 ODP 一期備案，因此難以估計馬必項目進入開發及商業運營階段

的單井日產量，以及不同勘探方式下的單井勘探與壓裂等成本；此外，由於我國天然氣市場正

處於改革階段，未來天然氣價格、管道輸送第三方准入等政策的發佈時間與影響難以預估，而

現金流折現法的估值模型中使用的變量和假設較多，對預測的準確性有直接影響，因此本次交

易未採用現金流折現法。

五、 境內上市公司要約收購香港上市公司溢價情況

通常，境內上市公司要約收購境外上市公司的要約價格相比於公開市場的價格會有較高比

例的溢價。根據 2015 年至今境內上市公司要約收購香港上市公司的情況，我們選擇了 3 家上市

公 司 要 約 收 購 （ 圓 通 速 遞 （ 600233.SH ） 、 中 遠 海 控 （ 601919.SH ） 、 廣 匯 汽 車

（600297.SH））進行對比。我們對要約價格相對於要約公告披露日前 1 個交易日、30 個交易

日、60 個交易日以及 120 個交易日的平均股價的溢價情況進行分析。

(一) 本次交易溢價情況

由於亞美能源尚未對本次要約收購進行公告，因此本次交易的要約收購溢價水平以相對估

值基準日 2018 年 3 月 30 日前 1 個交易日、30 個交易日、60 個交易日以及 120 個交易日的亞

美能源平均股價來進行分析。具體情況如下：

本次交易的股份要約價格為 1.75 港元/股

項目

基準日前 1 個交

易日

基準日前 30 個

交易日

基準日前 60 個

交易日

基準日前 120 個交

易日

平均股價（港元/股） 1.37 1.32 1.24 1.12 

要約溢價率 27.74% 32.58% 41.13% 56.25% 

(二) 可比交易溢價情況

1、圓通速遞（600233.SH）要約收購先達國際物流（6123.HK）

（1）要約公告時間：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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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的要約收購價格：4.0698 港元/股

項目

公告前 1 個

交易日

公告前 30 個

交易日

公告前 60 個

交易日

公告前 120 個

交易日

平均股價（港元/股） 3.76 3.54 3.27 3.12 

要約溢價率 8.24% 14.97% 24.46% 30.44% 

2、中遠海控（601919.SH）要約收購東方海外國際（0316.HK）

（1）要約公告時間：2017-07-09 

（2）股份的要約收購價格：78.67 港元/股

項目

公告前 1 個

交易日

公告前 30 個交

易日

公告前 60 個交

易日

公告前 120 個

交易日

平均股價（港元/股） 60.00 51.35 46.60 44.72 

要約溢價率 31.12% 53.20% 68.82% 75.92% 

3、廣匯汽車（600297.SH）要約收購寶信汽車（1293.HK）

（1）要約公告時間：2015-12-11 

（2）股份的要約收購價格：5.99 港元/股

項目

公告前 1 個

交易日

公告前 30 個交

易日

公告前 60 個交

易日

公告前 120 個

交易日

平均股價（港元/股） 4.15 3.40 3.31 3.66 

要約溢價率 44.34% 76.18% 80.97% 63.66% 

(三) 對比結果

項目

基準日/公告前

1 個交易日

基 準 日 / 公 告 前

30 個交易日

基準 日 /公 告前

60 個交易日

基準 日 /公 告前

120 個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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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要約溢價率 27.74% 32.58% 41.13% 56.25% 

可 比 交 易 要 約 溢 價 率

（平均值）
27.90% 48.12% 58.08% 56.67% 

通過上表的對比，基準日/公告前 30 個交易日、前 60 個交易日，本次交易的要約收購溢價

率低於可比交易的要約溢價率的平均值；基準日/公告前 1 個交易日、前 120 個交易日，本次交

易的要約收購溢價率與可比交易的要約溢價率的平均值接近。

六、 估值及對比結果分析

根據可比公司法，以 P/E 估值時對應的亞美能源股票價格為 1.60 港元/股，以 P/B 估值時

對應的股價 7.27 港元/股；根據可比交易法，分別按照沃施股份收購中海沃邦股的 7.43 倍 P/B

和*ST 煤氣置換藍焰控股的 1.28 倍 P/B 計算，對應的亞美能源股價分別為 13.75 港元/股和 2.37

港元/股。

本次部分要約的價格高於可比公司法下 P/E 估值的結果，但低於可比公司法下 P/B 估值結

果以及可比交易法的估值結果。

由於收購亞美能源後，新天然氣能夠拓展經營區域及領域，通過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發揮

協同效應，逐步縮短與行業龍頭公司的差距，提升行業地位與話語權；同時，參考其他境內上

市公司要約收購香港上市公司溢價水平，本次交易的價格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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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估值假設

一、 一般假設

(一) 公開市場假設

公開市場假設，是假定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或擬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資產交易雙方彼

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獲取足夠市場信息的機會和時間，以便於對資產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

價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斷。公開市場假設以資產在市場上可以公開買賣為基礎。

(二) 持續經營假設

持續經營假設是指以企業持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為前提，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企業將

會按當前的規模和狀態持續經營下去，不會停業，也不會大規模削減業務。

二、 特殊假設

1、本報告假設報告基準日外部經濟環境不變，國家現行的宏觀經濟不發生重大變化。

2、企業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所執行的稅賦、稅率等政策無重大變化。

3、相關公司在未來經營期內的管理層盡職，並繼續保持目前的經營管理模式持續經營。

4、無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預見因素對企業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5、本報告假設相關的基礎資料、財務資料和公開信息是真實、準確、完整的。當上述條

件發生變化時，本報告中的分析一般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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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報告結論

一、 報告結論

綜合以上分析，上市公司本次要約收購亞美能源可進一步完善「能源全產業鏈化」的戰略

佈局，拓展「國際化發展」的路徑，提升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具有良好的協同

效益。本估值機構認為本次交易的要約價格具有合理性與公允性，不存在損害新天然氣及其股

東利益的情況

二、 報告使用限制

本報告只能用於本報告載明的目的和用途。同時，本報告是在報告所述目的下，論證本次

交易價格是否合理，未考慮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發生變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對資產

價格的影響。當前述條件以及本報告遵循的持續經營假設等條件發生變化時，本報告結論一般

會失效。本機構不承擔由於這些條件的變化而導致報告結果失效的相關法律責任。本報告成立

的前提條件是本次交易行為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並獲得有關部門的批准/備案。未

征得本機構同意並審閱相關內容，本報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內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於公開

媒體，法律、法規有相關規定以及相關當事方另有約定的除外。本機構在報告中發表的意見均

基於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獲取的市場情況、經濟形勢、財務狀況等信息。本報告未考慮估值

基準日後發生的事件及情況。投資者應關注估值基準日後續發佈的相關公告或事件。根據本報

告目的，本報告未考慮相關公司未來的交易活動及股價表現。

本報告的使用有效期為 12 個月：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使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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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無正文，為《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新疆鑫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購買之

估值報告》之簽章頁）

估值人員：

張燕生

信達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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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市公司董事會對交易標的估值合理性以及定價的公允性分析 (購買報告書第 81-

82 頁) 

本次交易是境外公開市場的要約收購，不以資產評估報告和估值報告為定價依據。本次要

約收購價格是上市公司在綜合考量並全面評估標的公司的戰略價值、行業發展、資產狀況、盈

利水平、技術條件、協同效應的基礎上，根據標的公司的淨資產和公開市值情況確定的。本次

交易中，信達證券出具了估值報告，從獨立估值機構的角度分析本次要約價格的合理性和公允

性。

（一）董事會意見

公司董事會對估值機構的獨立性、估值假設前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價的公允性進行分析並

認為：

1、本次重大資產購買的估值機構信達證券具有證券業務資格。除業務關係外，信達證券

及經辦人員與公司、標的公司均不存在關聯關係，不存在除專業收費外的現實的和預期的利害

關係。估值機構具有獨立性。

2、估值機構所設定的估值假設前提和限制條件按照國家有關法規和規定執行，遵循了市

場通用的慣例或準則，符合估值對象的實際情況，估值假設前提具有合理性。

3、本次估值目的是為本次交易定價提供公允性及合理性分析，估值機構實際估值的資產

範圍與委託估值的資產範圍一致；估值機構在估值過程中實施了相應的估值程序，遵循了獨立

性、客觀性、科學性、公正性等原則，運用了合規且符合標的資產實際情況的估值方法，選用

的參照數據、資料可靠；估值價值公允、合理；估值方法選用恰當，估值結論合理，估值方法

與估值目的相關性一致。

4、本次交易估值價值分析原理、選取的可比公司和價值比率等重要估值參數符合標的公

司實際情況，估值依據及估值結論合理，本次交易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及其股東利

益的情形。

（二）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對估值機構的獨立性、估值假設前提的合理性和交易定價的公允性進行分析

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聘請的估值機構具有證券業務資格。除業務關係外，估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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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辦人員與公司、目標公司均不存在關聯關係，不存在除專業收費外的現實的和預期的利害

關係。估值機構具有獨立性。

2、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涉及估值報告的估值假設前提能按照國家有關法規與規定進行，

遵循了市場的通用慣例或準則，符合估值對象的實際情況，估值假設前提具有合理性。

3、公司本次重大資產購買涉及估值報告的估值價值分析原理、選取的可比公司和價值比

率等重要參數符合目標公司實際情況，估值依據及估值結論合理，估值方法與估值目的相關性

一致。本次交易定價公允，不存在損害上市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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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控股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對本次重組的原則性意見 (購買報告書第 19-20 頁) 

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明再遠先生認為：本次交易有利於增強上市公司持續經營

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於保護上市公司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利益。上市公司

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明再遠先生對本次交易無異議，並承諾將在新天然氣召開的股東大會上

對審議本次交易的相關議案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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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獨立財務顧問意見 (購買報告書第 94 頁) 

2、本次交易有利於上市公司整合上下游產業鏈，提升資產規模，拓展業務區域，增強上

市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