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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 B股  编号：2016-014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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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本次确认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8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公司2015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关联方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15 年度关联交易

金额            

（单位：元） 

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煤层气 264,571,978.14 

采购商品 LNG 675,719.29 

出售商品 LNG 5,137,183.81 

晋中市国新和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LNG 16,116,057.90 

出售商品 LNG 192,238.85 

山西国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LNG 75,19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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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商品 LNG 1,534,043.72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焦炉煤气制甲

烷 
108,119,721.98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煤层气 96,764,976.98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天然气 31,761,127.82 

接受劳务 运输费 124,684.68 

采购商品 CNG 10,849.67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2,471,871.73 

出售商品 LNG 12,806,456.30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管输费 5,030,337.94 

出售商品 天然气 282,947.98 

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CNG 34,248.15 

提供劳务 气款 25,606,200.95 

长子县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CNG 473,650.33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256,460,504.97 

山西国电定襄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9,449,517.30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21,315,878.48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86,978,981.35 

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8,746,365.54 

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90,916,534.58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4,539,832.15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LNG 18,692,027.10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LNG 15,990,907.85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0,739,840.1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3,340,750.16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12,463.46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出售商品 LNG 702,672.21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04,755,258.43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5,913,052.54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5,921,123.08 

采购商品 天然气 41,372,914.71 

提供劳务 管输费 2,776,564.49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2,042,674,995.76 

出售商品 LNG 515,426.98 

 改造工程 18,000,000.00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48,805,0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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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31,187,531.03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天然气 188,800,623.69 

出售商品 LNG 899,654.42 

长治市国新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LNG 138,409.92 

合计 - - 3,611,536,379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

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 关联方简介 关联关系简介 

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徐保智，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联营企业且关联自然人任职 

晋中市国新和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李天泽，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山西国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何伟，注册资本 5,000万元 
联营企业子公司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唐耀祖，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元清，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丰建斌，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合营企业子公司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杨炳振，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白振华，注册资本 5,9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长子县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洪恩，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9,400 万元 
联营企业 

山西国电定襄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延军，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联营企业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明辉，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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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张祥忠，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山西国际电力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马建宏，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李天泽，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刘建，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张慧玲，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业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马建宏，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合营企业子公司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马建宏，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合营企业子公司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任开吉，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合营企业子公司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负责人王立 
合营企业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玉峰，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合营企业子公司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李晓斌，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联营企业且关联自然人任职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陈世栋，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王立，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联营企业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史云峰，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业 

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业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石善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联营企业 

长治市国新远东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

表人李峰，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制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务往来，公司已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完善

的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并遵照市场化的原则，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

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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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中主要有二类：一是为公司供应商品，此类交易主要是依据政

府指导价进行合理定价；二是出售商品，依据政府指导价合理定价。上述交易均

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交易各方严

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对关联方无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就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认为：公司 2015 年度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是保证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利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3、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和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