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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2018-23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投资集团借款额度的 

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 2015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投资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共计 25 亿元借款额度的授权将于 2018 年

7 月 9 日到期。鉴于火电行业经营形势发生较大变化，且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完

成重大资产重组后子公司数量增加，经营资金需求相应提高。为继续利用控股股

东资金充沛、周转灵活的优势，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及子公司拟继续使用投

资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借款，总额由不超过 25 亿元调增至 30 亿元，综合资金成本

不超同期市场利率水平，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有效期三年。 

鉴于投资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8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对《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投资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借款额度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应

出席此次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其中关联董事 4 人（分别为

郑晓彬、张留锁、张勇、梁文），非关联董事 3 人（即 3 名独立董事），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的结果为：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上述议案

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人投资集团将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刘汴生、刘振、王京宝事前认可，并出具

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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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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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42485 

法定代表人：刘新勇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41号投资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亿元 

成立日期：1991年 12月 18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

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38,700,68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4.20%，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233.4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257.41亿元；2016年度，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245.2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6.13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综合资金成本

不超同期市场利率水平，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有效期三年。按照目前人

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和最大借款额度 30 亿元测算，每年需支付利息费用

约 1.44 亿元，三年合计 4.32 亿元。鉴于实际的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将视对资金

的实际需求情况而定，利息的实际发生额（按照目前的利率水平）将小于前述测

算值。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生效条件 

（一）定价原则。借款利率为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二）生效条件。该关联交易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签订正式协

议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充分利用投资集团资金充沛、灵活调剂和周转速度

快的优势，拓宽本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渠道，满足流动资金需求。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1.投资集团借款可随用随借、方便快捷调，

能够及时满足本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2. 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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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

况 

2018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投资集团与本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为

其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其支付贷款利息，本公司

向投资集团租赁办公楼，本公司为投资集团提供股权托管服务等，具体如下： 

（一）公司使用关联人投资集团借款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年初余额 借入金额 归还金额 余额 

委托

贷款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5,000.00 25,000.00 25,000.00 5,000.00 

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1,000.00 26,000.00 42,000.00 15,000.00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35,500.00 18,000.00 32,500.00 21,000.00 

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10,000.00 

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 4,000.00 10,000.00 14,000.00 0.00 

合计 85,500.00 99,000.00 133,500.00 51,000.00 

利息 

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82.32 

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43.22 

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341.87 

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3.65 

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 2.71 

合计 733.77 

（二）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及交易内容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

司采购设备、配件 
40.51 257.9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

司销售粉煤灰、石膏、蒸汽等商品 
674.91 2,397.51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投资集团

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 
49.34 123.62 

向关联人租赁房

屋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关联人投资集团

办公楼 
116.67 357.19 

合计 881.43 3,136.28 

上述已发生及其他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 2018 年 5 月 21日刊载

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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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汴生、王京宝、刘振就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投资集团及

其控股企业借款额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借款，能够满足本公司及子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

要。向投资集团借款的交易建立在公允的基础上，利率不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水平，不违背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未发现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

公司及子公司在合法、合规、公允的前提下，在任一时点向投资集团借款，总额

度不超过 30 亿元，利率为不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有效期三年，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的全文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其他说明 

本议案曾提交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829,200 股，反对 1,068,8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43.6881%、56.3119%和 0.0000%，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议案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满足公司经营资

金需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0 条规定，对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的有效期进行调整：由“该额度自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有效期三年”调整为“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9 日起，有效期三年”。 

九、备查文件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临时决议及公告；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