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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18-045 

债券代码:143366              债券简称:17环能 01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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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为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蒲县

常兴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蒲县

后堡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潞宁孟

家窑煤业有限公司、上庄煤业有限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新良友

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办理期限为三

年，合计金额为 395,240.66 万元的委托贷款，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

率上浮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支持子公司发展，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

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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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上

庄煤业有限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田

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偿还

到期贷款、支付财务费用等，该资金使用期限为三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

利率上浮 5%。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900.00 

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26,867.00 

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16,790.00 

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36,446.20 

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17,450.00 

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10,237.00 

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65,752.00 

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 11,010.00 

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2,247.16 

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595.00 

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10,770.00 

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66,448.80 

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4,727.50 

合计 395,240.66 

二.关联方介绍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长治市城西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杨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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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3.5 亿元 

主营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代理业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

务；（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开展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

（十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十三）有价证券投资。 

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我公司对财务公司出资 7.83 亿元，占其

总股本的 33.33%，为公司参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联

交易。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39,057,223,333.08 元，资产

净额 2,967,059,831.08 元，2017 年营业收入 410,559,254.32 元，净利润

277,936,880.30元。 

截止 2018年 9 月 30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44,888,173,119.83 元，资产净

额 3,008,660,204.09 元，2018年 1—9月营业收入 349,261,713.71 元，净利润

241,600,373.01元。 

三.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 

注册资本：13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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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邱东生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工矿产品（国家限定产品除外）、建筑材料、化工原

料（不含兴奋剂及危险剧毒品）、电子器材（国家控制产品除外）、五金交电、冶

金炉料（国家控制产品除外）、日杂用品、精煤、焦炭销售；货物装卸搬运劳力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

公司以货币出资 108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80%，为公司控股股东。 

2.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学军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

公司以货币出资 180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90%，为公司控股股东。 

3.蒲县常兴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2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苗润田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等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1906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82.87%，为公司控股股东。 

4. 蒲县黑龙煤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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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付玉刚 

注册资本：55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33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5. 蒲县黑龙关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双春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等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165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55%，为公司控股股东。 

6. 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苏海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72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7.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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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梁安文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72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8. 潞宁煤业公司 

注册地点：山西省宁武县化北屯乡陈家沟村 

法定代表人：赵光荣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修理；煤炭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34,686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57.8%，为公司控股股东。 

9. 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忻州市宁武县 

法定代表人：赵光荣 

注册资本：9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该公司是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0. 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襄垣县西营镇上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德元 

注册资本：7002 万元 



- 7 -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4202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11.温庄煤业公司 

注册地：武乡县蟠龙镇温庄村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1575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71.59%，为公司控股股东。 

12. 新良友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安舍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120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80%，为公司控股股东。 

13. 伊田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龙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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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36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14.蒲县宇鑫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彦月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

出资 56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70%，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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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止 2018年 9月 30 日，上述各矿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长泰永诚工贸 73,451,365.09 107,991,048.87 147.02% 777,376,338.38 -2,971,418.90 

元丰矿业 175,474,242.32 150,796,070.67 85.94%  -7,008,789.13 

蒲县常兴 1,203,320,658.85 1,536,263,237.51 127.67% 136,976,299.33 -45,112,388.15 

蒲县黑龙 2,546,980,316.60 3,494,765,343.27 137.21% 126,616,893.96 -111,974,907.67 

蒲县黑龙关 1,464,308,897.33 1,803,796,115.24 123.18%  -80,815,768.02 

蒲县后堡 512,983,307.89 828,086,774.07 161.43% 95,239,040.25 -9,269,285.04 

蒲县开拓 504,748,861.87 285,491,464.32 56.56% 168,057,771.00 43,140,777.85 

潞宁煤业 9,079,283,977.44 9,011,892,029.61 99.26% 1,093,432,083.34 20,768,506.17 

孟家窑煤业 4,369,726,022.33 5,407,236,021.50 123.74% 164,044,715.24 -91,255,779.29 

上庄煤业 370,974,509.34 603,045,622.53 162.56%  -15,617,054.11 

温庄煤业 1,446,905,909.26 1,595,867,805.54 110.30% 248,766,901.28 -38,931,628.33 

蒲县新良友 488,364,182.90 709,067,831.69 145.19% 65,392,669.18 -26,936,898.62 

蒲县伊田 2,295,781,957.11 2,707,537,046.24 117.94% 325,714,552.70 -1,644,062.54 

蒲县宇鑫 309,695,308.75 547,955,349.95 176.93%  -24,144,056.51 

合计 24,841,999,517.08 28,789,791,761.01  3,201,617,264.66 -391,772,7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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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

需要。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

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

的 6 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

案，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进行该关联交易。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此项协议是关联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此项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加快公司整

合矿井及子公司的发展步伐，有利于公司煤炭主业发展扩大产能，有利于公司煤

炭品种结构调整，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同意执行此项议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详情参考公司 2018-004号公告、2018-012号公告、2018-029号公告、2018-038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