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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18 临-01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7 年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816,610.29 万元，实际发生额合计为 689,480.25 万元，未超过预计额。 

2、根据公司在 2009 年、2011 年、2012 年和 2014 年与各关联方签订的《国

有土地租赁协议》、《房屋租赁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

《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委托经营协议》等协议和与相关关联方签订的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及 2018 年与邢矿集团签订的《资产租赁协

议》的约定，公司对 2018 年将要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

预计。  

3、2018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11名董事中关联董事张成文、赵兵文、赵鹏飞、

张振峰回避了表决，其余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预计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且超过3,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此项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冀中能源张

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8 年，公司与各关联单位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合计为 923,149.92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 709,839.93 万元；关联销售 213,309.99 万元。具体内容如

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或提

供劳务  

德旺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2,222.01  0.00  1,412.84  

峰峰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600.00  0.00  459.39  

邯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386.69  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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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机械装备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2,368.40  8.38  173.81  

邢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147.10  0.00    

章泰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5,256.79  1,768.96  6,065.96  

德旺矿业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60.00  0.00  617.98  

邯矿集团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900.00  0.00  5,954.10  

金隅咏宁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1,500.00  0.00  1,751.09  

邢矿集团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1,888.00  478.32  2,141.03  

章泰矿业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1,600.00  910.84  2,763.61  

邯矿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650.00  0.00  623.62  

冀中能源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500.00  0.00  473.14  

邢矿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65.00  0.00  61.71  

德旺矿业 煤炭 市场定价 500.00  0.00  142.67  

峰峰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164,856.00  18,088.12  61,687.91  

邯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1,750.00  0.00  36,485.59  

金牛贸易 煤炭 市场定价 600.00  5.40  387.76  

井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800.00  0.00  393.12  

山西统配 煤炭 市场定价   0.00  131.60  

张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1,900.00  0.00  2,314.87  

德旺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0.00  2,788.79  

峰峰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4,294.00  1,197.08  9,812.55  

邯矿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3,900.00  0.00  1,725.98  

华北医疗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2,000.00  0.00    

华药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40.00  3.68  17.54  

冀中能源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360.00  82.97    

金牛贸易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2,880.00  0.00    

金隅咏宁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40.00  0.00    

山西冀中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96.00  42.74    

陶一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300.00  0.00  7.74  

邢矿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300.00  56.03  224.12  

章泰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920.00  0.00  1,988.51  

峰峰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5,000.00  1,122.99  4,291.69  

邯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148.50  

冀中能源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230.00  293.03  1,584.67  

邢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300.00  73.62    

张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30.51  

章泰矿业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13.69  

合计 213,309.99  24,132.17  146,676.09  

 向关联人采 德旺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4.74  0.61    



 

 3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购商品会接

受劳务  

峰峰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4,841.53  1,549.18  2,794.10  

国际物流 材料 市场定价 2,271.71  108.53  384.23  

邯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6,500.39  793.81  1,356.32  

河北充填 材料 市场定价 1,000.00  95.55  880.46  

机械装备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3,150.65  407.53  1,906.59  

金牛贸易 材料 市场定价 640.05  17.82  640.05  

金隅咏宁 材料 市场定价 1,900.00  0.00  1,290.99  

井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577.30  18.08  209.81  

邢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3,983.69  454.46  1,341.96  

张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540.00  62.23  155.01  

峰峰集团 电力 市场定价 25,360.00  5,326.39  20,958.21  

邯矿集团 电力 市场定价 15,480.00  3,649.68  11,240.20  

峰峰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4,720.00  0.00  963.90  

邯矿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900.00  0.00  412.55  

邢矿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11,250.00  2,764.91  2,498.30  

峰峰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5,665.00  6.64  7,032.39  

邯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306.00  40.00  33.87  

邢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1,150.00  0.00  2,599.93  

张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8,000.00  0.00  43.62  

峰峰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496,300.00  119,977.33  407,862.51  

邯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2,200.00  0.00    

冀中能源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6,000.00  0.00    

张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5,000.00  0.00  519.15  

章泰矿业 煤炭 市场定价 100.00  10.19  40.69  

德旺矿业 设备 市场定价 50.00  0.00    

峰峰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26,700.00  10,719.43  18,123.20  

邯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4,854.70  589.23  781.24  

机械装备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12,502.95  620.70  7,431.48  

井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0.00  14.05  

邢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270.52  25.81    

德旺矿业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10.00  0.00  43.21  

峰峰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9,005.00  1,258.01  9,662.46  

邯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2,325.00  410.20  1,387.46  

机械装备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1,103.80  178.35    

邢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681.00  396.69  301.11  

张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240.00  0.00  385.62  

峰峰集团 租赁 市场定价 2,000.00  820.79  4,991.28  

峰峰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7,621.00  3,291.34  24,0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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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邯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852.00  585.92  2,222.81  

华北医疗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60.00  0.00    

华北制药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00.00  0.00  57.51  

华药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53.00  0.00    

金牛贸易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00.00  0.00  175.05  

邢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1,909.90  1,243.38  8,006.23  

机械装备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60.00  0.00  0.00  

合计 709,839.93  155,422.80  542,804.16  

总计 923,149.92  179,554.97  689,4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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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或提供劳务  

德旺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1,412.84  1,000.00  8.06  41.28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峰峰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459.39  20.00  2.62  2,196.90  

邯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0.00    

华药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692.00  0.00  -100.00  

机械装备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73.81  2,700.00  0.99  -93.56  

金牛贸易 材料 市场定价         

邢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060.00  0.00  -100.00  

张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0.00    

章泰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6,065.96  1,000.00  34.62  506.60  

德旺矿业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617.98  4,000.00  3.03  -84.55  

邯矿集团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5,954.10  12,150.00  29.17  -51.00  

金隅咏宁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1,751.09  2,500.00  8.58  -29.96  

邢矿集团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2,141.03  2,270.00  10.49  -5.68  

章泰矿业 电力与蒸汽 市场定价 2,763.61  500.00  13.54  452.72  

邯矿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623.62  160.00  53.83  289.76  

冀中能源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473.14  500.00  40.84  -5.37  

邢矿集团 房屋租赁费 市场定价 61.71  65.00  5.33  -5.06  

德旺矿业 劳务 市场定价   16,922.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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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章泰矿业 劳务 市场定价   15,000.00    -100.00  

德旺矿业 煤炭 市场定价 142.67  400.00  0.01  -64.33  

峰峰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61,687.91  84,029.60  3.72  -26.59  

邯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36,485.59  34,850.00  2.20  4.69  

金牛贸易 煤炭 市场定价 387.76  2,000.00  0.02  -80.61  

井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393.12  700.00  0.02  -43.84  

山西统配 煤炭 市场定价 131.60  800.00  0.01  -83.55  

陶一矿业 煤炭 市场定价   300.00  0.00  -100.00  

张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2,314.87  1,567.00  0.14  47.73  

德旺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2,788.79  3,582.00  14.07  -22.14  

峰峰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9,812.55  18,000.00  49.52  -45.49  

邯矿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725.98  4,500.00  8.71  -61.64  

华北医疗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华药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7.54  40.00  0.09  -56.15  

冀中能源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360.00  0.00  -100.00  

金牛贸易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金隅咏宁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0.00    

山西冀中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20.00  0.00  -100.00  

陶一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7.74  300.00  0.04  -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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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邢矿集团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224.12  300.00  1.13  -25.29  

章泰矿业 设备租赁 市场定价 1,988.51  3,500.00  10.04  -43.19  

峰峰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4,291.69  4,405.00  61.31  -2.57  

邯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48.50  400.00  2.12  -62.88  

冀中能源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584.67  2,000.00  22.64  -20.77  

邢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张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30.51  400.00  0.44  -92.37  

章泰矿业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3.69        

合计 146,676.09  223,092.6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会接受劳务  

德旺矿业 材料 市场定价   50.00  0.00  -100.00  

峰峰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2,794.10  3,225.00  0.75  -13.36  

国际物流 材料 市场定价 384.23  1,100.00  0.10  -65.07  

邯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356.32  3,420.00  0.36  -60.34  

河北充填 材料 市场定价 880.46    0.24  0.00  

华药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2,500.00  0.00  -100.00  

机械装备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906.59  4,185.50  0.51  -54.45  

金牛贸易 材料 市场定价 640.05  520.00  0.17  23.09  

金隅咏宁 材料 市场定价 1,290.99  1,500.00  0.35  -13.93  

井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209.81  620.00  0.06  -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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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邢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341.96  4,616.10  0.36  -70.93  

张矿集团 材料 市场定价 155.01  560.00  0.04  -72.32  

峰峰集团 电力 市场定价 20,958.21  26,250.00  28.88  -20.16  

邯矿集团 电力 市场定价 11,240.20  15,400.00  15.49  -27.01  

峰峰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963.90  9,100.00  1.84  -89.41  

邯矿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412.55  1,080.00  0.79  -61.80  

邢矿集团 工程施工 市场定价 2,498.30  10,827.65  4.76  -76.93  

德旺矿业 劳务 市场定价     0.00    

峰峰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7,032.39  1,887.00  17.29  272.68  

邯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33.87  1,600.00  0.08  -97.88  

邢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2,599.93  2,800.00  6.39    

张矿集团 劳务 市场定价 43.62        

峰峰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407,862.51  410,784.30  82.98  -0.71  

邯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500.00  0.00  -100.00  

冀中能源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0.00    

张矿集团 煤炭 市场定价 519.15  953.00  0.11  -45.52  

章泰矿业 煤炭 市场定价 40.69  8,500.00  0.01  -99.52  

德旺矿业 设备 市场定价   180.00  0.00  -100.00  

峰峰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18,123.20  13,702.64  32.97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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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邯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781.24    1.42    

邢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420.00  0.00  -100.00  

机械装备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7,431.48  13,660.00  13.52  -45.60  

井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14.05        

邢矿集团 设备 市场定价         

德旺矿业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43.21  80.00  0.11  -45.99  

峰峰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9,662.46  8,910.00  24.43  8.45  

邯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1,387.46  410.00  3.51  238.40  

机械装备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邢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301.11  1,093.00  0.76  -72.45  

张矿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385.62  0.00  0.97    

机械装备集团 修理服务 市场定价   791.00  0.00  -100.00  

峰峰集团 租赁 市场定价 4,991.28    10.52    

华北医疗 租赁 市场定价         

峰峰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4,056.61  28,736.50  60.38  -16.29  

邯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2,222.81  2,142.00  5.58  3.77  

华北医疗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华北制药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57.51  40.00  0.14  43.78  

华药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50.00  0.00  -100.00  



 

 10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

额 

2017 年预

计金额 

2017 年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金牛贸易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175.05    0.44    

邢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8,006.23  10,558.00  20.10  -24.17  

张矿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546.00  0.00  -100.00  

机械装备集团 综合服务 市场定价 0.00  120.00  0.00  -100.00  

合计 542,804.16  593,517.69      

总计 689,480.25  816,610.2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 

经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预计 2017年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223,092.60

万元，实际发生 146,676.09万元，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数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峰峰集团下

属子公司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受环保政策影响减产，采购公司的煤炭量减少，邢台德旺矿业有

限公司和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按照国家去产能政策提前产能退出，所需的劳务减少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 

公司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据是经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且实际发生额未超出预

计数。部分关联交易项目实际发生额较预计数额差异较大，是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因此存在差

异属于合理情况，不影响亦不损害非关联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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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500784050822M；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法

定代表人：杨国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681,672.28 万元；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等；成立时

间：2005 年 12 月 16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冀中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第（一）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冀中能源集团的总资产 21,967,087.78 万元、净资

产 3,841,393.1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799,423.87 万元、净利润 7,071.90 万元（未

经审计）。 

冀中能源集团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二）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400105670924W；注册地址：峰峰矿区太中路 2 号；法定代表人：赵兵文；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305,127.81 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进出口业务等；成立时间：2003 年 7 月 18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峰峰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和（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峰峰集团的总资产 4,141,180.89 万元，净资产

1,152,827.1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33,162.19 万元、净利润 64,918.70 万元（未

经审计）。 

峰峰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三）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矿集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400748493300B；注册地址：邯郸市东柳北大街 268 号；法定代表人：

赵鹏飞；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41,188.48 万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焦炭、铁精粉、铁矿石、化肥销售、进出口业务等；

成立时间：200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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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邯矿集团系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邯矿集团的总资产 2,010,150.83 万元、净资产

407,169.4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71,094.07 万元、净利润 2,502.43 万元（未经审

计）。 

邯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四）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矿集团”），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307006012270753；注册地址：张家口下花园区；法定代表人：谢德

瑜；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33,259.27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生产，加工，销售等；成立时

间：2001 年 1 月 16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张矿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张矿集团的总资 851,792.90 万元、净资产 209,427.2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23,317.17 万元、净利润-22,898.93 万元（未经审计）。 

张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五）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邢矿集团”），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30500105767240D；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兴西大街 191 号；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68,476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振恩；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电子

产品、电气机械及器材等；成立时间：1990 年 10 月 12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邢矿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邢矿集团总资产 803,093.61 万元、净资产 342,206.4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0,957.08 万元、净利润 2,374.38 万元（未经审计）。 

邢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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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矿集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107104590527U；注册地址：石家庄市矿区井阳路；法定代表人：

孙伟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5,755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煤炭的洗选、批发、零售；焦炭、钢材、建材批发零售等。成立时间：

1990 年 7 月 3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井矿集团系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2017年9月30日，井矿集团的总资产813,465.35万元、净资产275,509.2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36,406.05 万元、净利润 218.91 万元（未经审计）。 

井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七）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集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00066109549X1；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槐岭路 19 号；法定代表人：

魏景生；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38,033.964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矿山、冶金、建筑、地质

勘探设备等；成立日期：2007 年 5 月 8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装备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冀中装备公司的总资产 308,421.48 万元、净资产

89,570.2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1,333.14 万元、净利润 935.49 万元（未经审计）。 

冀中装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

损失。 

（八）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贸易”），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500000000386；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中华西大街 280 号，注册资本和实

收资本均为：8,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登旺；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设备租赁；物资进出口贸易等。成立时间：2007 年 7 月

11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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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贸易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金牛贸易的总资产 111,971.26 万元、净资产 11,067.9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3,662.12 万元、净利润-9.23 万元（未经审计）。 

金牛贸易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九）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物流”），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4055673951387；注册地址：邯郸开发区联纺东路 588 号总部基地 5 号楼

16 层，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8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建忠；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再生物资回收等。成立时间：2011 年

01 月 13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物流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国际物流的总资产 4,834,769.72 万元、净资产

845,260.3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575,446.17 万元，净利润 52,074.35 万元（未

经审计）。 

国际物流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邢台德旺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邢台德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旺矿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582MA07X5FD9H；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白塔镇显德汪村南，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英卓；公司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生产、洗煤、销

售等。成立时间：2016 年 10 月 27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旺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德旺矿业的总资产 20,321.21 万元、净资产 16,888.9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4,532.08 万元，净利润-561.89 万元（未经审计）。 

德旺矿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一）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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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泰矿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582MA07X6GCXB；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窑坡村东，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均为：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单福友；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开采、洗选与销售等。成

立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章泰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章泰矿业的总资产 46,837.22 万元、净资产 19,963.9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7,551.93 万元，净利润-122.18 万元（未经审计）。 

章泰矿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二）邯郸市陶一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邯郸市陶一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一矿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400MA07X65A3C；注册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康东村，注册资本和

实收资本均为：7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常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煤炭批发等。成立时间：

2016 年 10 月 28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陶一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陶一矿业的总资产 10,088.00 万元、净资产 52.4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148.45 万元，净利润-1,090.61 万元（未经审计）。 

陶一矿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三）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00010436196XB,；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88 号；法定代表

人：郭周克；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34,564.65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对制药行业的投资与管理；

制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成立时间：1995 年

12 月 29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药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股票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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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华药集团的总资产 2,008,474.50 万元、净资产

635,510.4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98,455.00 万元，净利润 1,273.34 万元（未经审

计）。 

华药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四）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药股份”），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100104397700P；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388 号，注册资本和实收资

本均为：163,080.4729 万元，法定代表人：郭周克；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经营范围：粉针剂、片剂、颗粒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硬胶囊剂、

软胶囊剂、滴眼剂、口服溶液剂、小容量注射剂、精神药品、凝胶剂、冻干粉针

剂、大容量注射剂的生产，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等。成立时间：1992 年 12 月

20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药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华药股份的总资产 1,733,926.08 万元、净资产

528,568.1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69,495.86 万元、净利润-967.69 万元。 

华药股份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十五）河北充填采矿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河北充填采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充填”），营业执照注册号：

91130500075950094H；注册地址：邢台市桥西区团结西大街 126 号，注册资本

和实收资本均为：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春东；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其他技术研发服

务等。成立时间：2011 年 01 月 13 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河北充填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之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河北充填的总资产 1,809.69 万元、净资产 529.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22.13 万元，净利润 10.09 万元（未经审计）。 

河北充填经营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不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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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有关采购原材料、购买设备、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按市场价确定交易

价格。 

（二）有关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由双方根据公允的原则友好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2015 年 4 月，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等关联方签署了《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

联交易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标的及总量确定方式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确定，每年拟发生的交易类别、品种和数量以公司股东大

会审批通过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项目及数额为依据，并以交付时实际供应量

为准。 

2、交易的定价原则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下列顺序确定交易价格标准，以保证该等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 

（1）有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的，应当依据相关文件执行；如国家强制性

定价依据发生变化的，执行新的定价依据。 

（2）无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的，应当详细描述市场价格的实际状况及确

定适用标准的合理依据。 

（3）既无国家有权部门定价依据，又无市场价格的，应当严格把握“由交易

各方按有关关联交易的成本加计合理的利润率（不超过 10%）”的方法确定。 

（4）没有上述三项标准时，可依上个会计年度交易价格标准为基准，由各

方协商确定。但是，交易价格以后每年的增长率不应超过同期物价指数的增长率。 

3、交易的结算办法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本着保证公司财务独立性的原则，分别确定本协议各项交

易的财务结算办法。 

（1）有国家有权部门确定的财务结算办法的，按规定执行。 

（2）无国家有权部门确定的财务结算办法的，按市场惯例执行。 

协议中约定的交易按月结算的，在每月 10 日前结清上月的交易款项；按年

结算的，在次年 2 月 1 日前结清上一年的交易款项。 

4、特别约定 

协议对各关联方单位的附属企业具有同样的效力。 

（二）《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本公司于 2012 年 4 月分别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和邢矿集团签

订了《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该协议于 2016 年 4 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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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继续履行。该协议依据公允原则约定定价依据及结算

方式，并分别明确综合服务项目如下： 

 

（三）《国有土地租赁协议》 

2009 年，在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分别与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张矿

集团签订了《国有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公司租赁峰峰集团 21 宗土地，总面

积为 2,174,958.264 平方米；租赁邯矿集团 21 宗土地，总面积为 1,819,315.91 平

方米；租赁张矿集团 3 宗土地，总面积为 192,961.3 平方米。上述土地的租赁单

价为 12.5 元/平方米，租赁期限 50 年，每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当年年度租金。 

2011 年，公司与邢矿集团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根据生产经

营需要，公司租赁邢矿集团的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373.92 万平方米，参照邢台

市土地租赁价格，协商确定租赁单价为 12.5 元/平方米•年，租赁期限 20 年。2012

年 4 月，公司与邢矿集团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

公司需要，将土地租赁面积调整为 267.57 万平方米，租赁单价及租赁期限不变。 

（四）《房屋租赁协议》 

2011 年，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和邢矿集团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向其

租赁公司闲置的办公楼；租赁面积分别为 1.38 万平方米和 0.18 万平方米；租赁

期限为 20 年；公司参考邢台市写字楼市场价格确定租金为 30 元/平方米·月，租

金按月支付。 

（五）《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2014 年 4 月 18 日，为解决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峰峰集

团、邯矿集团、张矿集团、井矿集团与公司之间就有关煤炭业务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上述各方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根据有关煤矿的建设、生产、销售

序号 服务事项 费用计算标准 结算方式 

1 
铁路专用线

的使用 
每运送 1 吨煤 5 元，修理费由承租方承担 按月结算 

2 
煤矿医疗急

救系统服务 

矿医院和井口急救站外科全部人员的工资

＋外科所用医疗设施设备折旧 
按月结算 

3 办公楼租赁 240 元/平方米/年 按月结算 

4 仓库租赁 

仓库帐面原值÷20 年有效使用期×（1＋租赁

收益 8％）×（1＋房产税税金 12％＋营业税

税金 5.55%） 

按月结算 

5 
供水、供电、

供热 
国家定价 

按计量器核

算，按月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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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暂由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继续经营管理的与煤炭生产相关的资

产，在三十六个月内，以作价转让、持续委托管理纳入冀中能源，或本着对冀中

能源有利的其他方式解决。 

为切实履行上述承诺内容，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司分别与承诺方签署了《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该等各方将其所生产的煤炭产品均委托公司进行统一销

售，公司按照每销售 1 吨煤 2 元的价格向上述各方收取委托经营管理费。鉴于承

诺方出具上述承诺已届 36 个月，提请董事会确认上述承诺内容已切实得到履行，

并确认上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继续履行。公司对 2018 年度将要收取的委托

经营管理费按照关联交易进行预计。 

（六）《资产租赁协议》 

2018 年 4 月，公司与邢矿集团总医院签订《资产租赁协议》，公司将所拥有

的医疗资产出租给邢矿集团总医院，租期一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自动延续。 

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本着就近互利的原则，将公司生产的煤炭、电

力、蒸汽、材料销售给关联方，将房屋资产租赁给关联方，同时从关联方购入材

料、设备，接受劳务，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从关联方租赁土地以保证正常的

生产经营。通过该项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及时采购到所需的材料、设备，同时

保证公司设备修理、运输服务及时有效，保证公司正常运营。 

（二）交易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发表了事前认

可： 

该关联交易对交易双方是公平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通

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交易公平、合

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该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

场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对此表示认可。 基于以上情况，我

们同意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采购材料、销售商品等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所需，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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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三）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六）冀中能源井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七）冀中能源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八）冀中能源集团金牛贸易有限公司
	（九）冀中能源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十）邢台德旺矿业有限公司
	（十一）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
	（十二）邯郸市陶一矿业有限公司
	（十三）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十四）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河北充填采矿技术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
	（二）《综合服务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三）《国有土地租赁协议》
	（四）《房屋租赁协议》
	（五）《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