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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8-24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资集团”）或其子公司等发生股权委托管理，房屋租赁，

购买设备、配件，销售煤炭、粉煤灰、石膏、蒸汽、电力、设备及其他产品，提

供劳务、环保改造服务，接受物业、餐饮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8 年度

交易总额约 279,129.00 万元。2017 年上述同类交易实际发生 58,369.33 万元，较

上年增加的原因是，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拓展业务，拟

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的水泥板块、造纸板块等企业销售煤炭。根据实际需要，目前房屋租赁、物业

服务、股权委托管理等协议已签署，其他协议或合同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关联

交易后或相关交易发生时签署。 

1. 2018 年 5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

决，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估的议案》。 

2. 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郑晓彬、张留锁、张勇、梁文回避

了表决。 

3.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刘汴生、王京宝、刘振事前认可，并

出具了独立意见。 

4.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

联股东投资集团应回避表决。 

5. 本次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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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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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序号 关联人及交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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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原材

料 

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采购设备、配件 
315.00  40.51 257.96 

 小计 315.00  40.51 257.96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2.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189,200.00  - 27,123.91 

2.1.1 
公司子公司向濮阳豫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 
84,500.00 - 3,657.78 

2.1.2 
公司子公司向郑州新力电力

有限公司销售煤炭 
65,000.00 - 20,094.40 

2.1.3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水泥、

造纸板块企业销售煤炭 
39,700.00 - 3,317.7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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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8.17 674.91 2,397.51 

2.3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65,492.50 - 5,211.49 

2.4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机械设备 
449.33 - 449.26 

 小计 259,300.00  674.91 35,182.1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3.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17,002.00  - 15,774.93 

3.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濮阳豫

能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14,000.00 - 7,208.14 

3.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提供劳务或服务 
12.00  - 43.42 

 小计 17,014.00  - 15,818.3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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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49.34 123.62 

 小计 150.00  49.34 123.62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5.1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关联人投

资集团办公楼 
350.00  116.67 357.19 

 小计 350.00  116.67  357.19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管理其

资产 

6.1 
公司接受关联人投资集团委

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2,000.00  - 2,000.00 

 小计 2,000.00 - 2,000.00 

合计 279,129.00 881.43 53,7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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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号 

关联人 

及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采购设备、配件 

257.96 315.00 4.79% -18.11% 

 小计 257.96 315.00 4.79% -18.11%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2.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煤炭 

27,123.92 64,500.00 19.57% -57.95% 

2.1.1 

公司子公司向郑州

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24,843.04 42,000.00 17.92% -52.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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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7.51 2,788.45 25.62% -14.02% 

2.3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电能 

5,211.49 6,400.00 0.77% -18.57% 

2.4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机械设备 

449.26 450.00 100% -0.16% 

 小计 35,182.18 74,138.45 4.28% -52.55%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3.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15,774.93 24,620.00 38.49% -35.93% 

3.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提供劳务或服务 

43.42 148.00 1.81% -70.66% 

 小计 15,818.35 24,768.00 36.46% -36.13%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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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62 160.00 10.75% -22.74% 

4.2 

公司子公司接受万

和电力工程提供的

工程建设等劳务 

4,630.00 5,600.00 36.02% -17.32% 

 小计 4,753.63 5,760.00 33.95% -17.47%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5.1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

关联人投资集团办

公楼 

357.19 350.00 79.91% 2.05% 

 小计 357.19 350.00 79.9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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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

联人委

托代为

管理其

资产 

6.1 

公司接受关联人投

资集团委托代为管

理其资产 

2,000.00 2,000.00 100% - 

 小计 2,000.00 2,000.00 100% - 

合计 58,369.33 107,331.45 - 45.62% 

披露日期 

及索引 

1.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公告，证券时报 B23 版（2017

年 4 月 1 日）；2. 关于子公司向同力水泥提供提标改造服务的关联交

易公告，证券时报 B25 版（2017 年 7 月 11 日）；3. 关于追加 2017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证券时报 B98 版（201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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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统计口径的差异。部分交易于 2017 年度发生、2018 年初完成结算，

2017 年度报告中尚未确认收入。 

2. 市场行为。2017 年，受经济形势影响，社会用电量需求增速不足，

发电量较年初预计下降幅度较大。 

3. 环保需要。2017 年，按照省政府的大气污染攻坚战工作安排，电厂

机组部分调停、水泥厂停机。受此影响，煤炭、粉煤灰等商品销售量

下降。 

4. 技术进步。随着大气超净排放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机组环保改

造成本费用下降。当期发生的环保改造金额较期初预计减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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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受统

计口径差异、市场自我调节、环保需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交易

完全是市场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建议公

司在以后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提高预估准确率，实时监控交易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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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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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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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简称“郑州新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14711149D 

法定代表人：王建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 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73,379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1 月 14 日 

营业范围：经营管理公司所属 5*200MW 燃煤发电供热机组；从事电力、热

力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电力与热力工程的安装、调试、检修、维护；从事

发电机组的承运及检修，发电厂相关技术培训、咨询与服务。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郑州新力合并报

表资产总计 163,437.0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8055.13 万元；2017 年度，

郑州新力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03,521.5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4,667.86

万元。 

3. 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濮阳豫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330059101R 

法定代表人：赵书盈  

注册地址： 濮阳市化工一路 

注册资本：人民币 69,05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8 日 

营业范围：承担 2*600MW 级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及建设后的发电生产经营；

发电、售电；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石膏、灰渣综合利用；热力生产和销售；原材

料及燃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新能源开发

和经营；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和试验;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租赁；工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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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属于在建项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濮阳豫能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475,838.2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77,371.69

万元。 

4.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彩高科”）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1000070678656XY 

法定代表人：郭辉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295.5974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9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彩色显像管玻壳、彩色显示器玻壳、节能灯、电子特种玻璃新

产品、新型显示技术、光伏玻璃（太阳能玻璃、精细玻璃、工程玻璃、平板玻璃）

的研发、制造、销售，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的进口业务；

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的管理；天然气相关产品开发及综合利用；车用燃气加气站

（凭燃气经营许可证经营，经营项目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以上范围中凡涉

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投资集团是安彩高科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安彩高科 407,835,649 股，占安彩

高科总数的 47.26%。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安彩高科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232,798.7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190,512.56 万元；2017 年度，安彩高

科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198,392.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07.66 万元。 

5. 大河纸业有限公司（简称“大河纸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10000563734219Q 

法定代表人：王根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A 座 

注册资本：54882.69798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10 月 28 日 

经营范围：纸品、纸浆、中高密度板的销售；纸品及相关制品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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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实业投资及管理（以上经营项目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河纸业合并报

表资产总计 515,70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28,551 万元；2017 年度，

大河纸业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431,73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292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款的规定，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

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下

的交易，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以下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交易发生时通过市场询价、

比价取得的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或者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交易时以现金

或票据结算。 

（一）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设备、配件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简称“中益公

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鹤淇公司”）、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鸭河口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益公司”）

等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采购设备维护所需

部分设备、配件。2018 年预计总金额 315.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二）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向投

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郑州新力和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造纸板块等企业销

售煤炭。2018 年预计总金额 189,200.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三）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石膏、蒸汽等商品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鹤淇公司、中益公司及其子公司新乡益

通实业有限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等企业销售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

灰、石膏、蒸汽等商品。2018 年预计总金额 4,158.17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

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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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鹤淇公司、

中益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安彩高科、投资集团下属造纸板块等企业销售电

能。2018 年预计总金额 65,492.5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五）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机械设备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检修工程公司拟向投资集团子

公司濮阳豫能、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等企业销售机械设备等商品。2018 年预

计总金额 449.33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六）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拟向投资集

团子公司濮阳豫能、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造纸板块等企业提供环保改造等服

务。2018 年预计总金额 17,002.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七）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劳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鸭河口公司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

能等提供劳务。2018 年预计总金额 12.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八）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因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拟接受投资集

团子公司河南天地酒店有限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餐饮服务。2018 年预计总金

额 150.00 万元。相关协议已签署。 

（九）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为了满足办公需要，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大厦

8-13 层作为办公场所，该交易从 2009 年起，合同每年签订一次，2018 年预计金

额 350.00 万元。相关协议已签署。 

（十）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2010 年 8 月 10 日，投资集团与公司签订了三年期《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投资集团将其拥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

豫能控股管理。协议到期后，根据投资集团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发出的《关于避

免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声明与承诺函》，经协商一致，2013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2013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批准，投资集团与公司

继续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新协议约定：投资集团继续将其直接或间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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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豫能控股管理，由豫能控股行使除收

益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力，投资集团按固定 2,000.00 万元/年向公司支

付托管费用。委托期间为 2013 年 8 月 10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期满

后，双方对约定内容无异议协议自动续签，续签期限为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续签

不受次数限制。根据《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2018 年度，公司继续受托

管理投资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配件 

由投资集团子公司统一为公司子公司采购、储备一定规格、数量的配件，规

模储备、价格较低，公司子公司可实现零库存，约定产品到货验收合格后付款，

有利于成本控制。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投资

集团子公司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二）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各发电集团已陆续推行煤炭的集中采购、统一管理，从管理效果和发展趋势

来看，集中采购是电力行业燃料成本控制、安全保供的有效手段。公司子公司利

用其集中议价、集中采购的优势，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原煤，有利于公司子公

司拓展业务，提高市场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原煤具有活跃的销售市场，对投资集团子公司不会形成依赖，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三）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石膏等商品 

公司子公司将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灰、石膏、蒸汽等材料予以销售，有利于

企业节能、利废、环保，提高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之处。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石膏等废料作为建材原料，具有一定

的销售市场，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四）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在基础电量计划缩减，发电小时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子公司与投资集

团子公司开展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符合我省电力直接交易相关政策，有利于弥补企

业计划电量不足，最大限度发挥设备生产能力，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交易定价遵

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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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机械设备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机械设备，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业务，

增加收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上市公司独

立性无不利影响。 

（六）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服务，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业

务，可有效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

市公司独立性。 

（七）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劳务 

公司子公司具有经验丰富的管理、生产人员。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

提供劳务，有利于增加企业业务收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之处。对投资集团子公司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八）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 

本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的经

营需要。 

（九）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本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的经营需要。 

（十）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按照投资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本公司受托管理投资

集团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可尽量避免或减少双方之间的同业竞争。该交易每年

为本公司带来 2,000 万元托管收入，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其他影响。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

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系因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而发生，或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

业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或可有效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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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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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议案所涉及 2018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并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2017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主要受统计口径差异、市场自我调节、环保需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交易完

全是市场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建议公司在以后的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提高预估准确率，实时监控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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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0 条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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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

业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或可有效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因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议案》

未获得通过，部分客户已签署煤炭贸易协议，经测算，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的额

度进行调整：将预计2018年度交易总额“约418,929.00万元”调整为“约279,129.0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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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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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