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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5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 2019-012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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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2.12 条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按类别对本公司当年度将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进行合理预计，根据预计结果提交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

议并披露。现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如下：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54,600 万元（详见公告临 2018-010），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 46,342.08 万元，控制在预计总额范围内。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黔桂发电和天能焦化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告临 2018-036），预

计 2018 年 7-12 月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2018 年 7-12 月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60,970.02 万元，超出预计总额 30,970 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资产绝对值的 2.36%。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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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商品类型 关联人 

预计销 

售金额 

实际销 

售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 

商品 
低热值混煤 黔桂发电 10,000.00 29,646.88 

由于保供电煤，增加混煤

销量 63.2 万吨。 

销售 

商品 
精煤等 天能焦化 20,000.00 31,323.14 

调整销售市场，增加精煤

销量 5.71 万吨。 

合计   30,000.00 60,970.02  

二、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及交易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

人购买

产品、商

品 

煤炭 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公司 79,500.00 100.00   

材料、设备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800.00 16.00 

79.05 0.08 

贵州盘江贸易有限公司 3,434.09 3.53 

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4,974.97 4.85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3.32 0.38 

贵州贵天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5.87 32.21 

贵州省动能煤炭技术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312.40 0.33 

盘江六盘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3.08 0.02 

中煤盘江重工有限公司 8,178.72 8.51 

电力、水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 33.00 11,550.25 44.24 

租赁费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52.00 

490.98 34.15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6.70 0.46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4.57 5.88 

中煤盘江重工有限公司 830.09 57.73 

小计 113,800.00 71.00 31,374.10 23.14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商品煤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30,000.00 

9.20 
29,646.88 14.74 

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 20,000.00 31,323.14 3.91 

材料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900.00 0.50 

33.26 0.77 

贵州盘江贸易有限公司 0.25 0.00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10.67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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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0.73 0.01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06 0.02 

贵州盘江胜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0.11 0.00 

贵州盘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0.43 0.00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66.21 34.18 

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公司   

废旧物资款 中煤盘江重工有限公司 500.00 95.00 287.62 11.21 

水电费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7.00 

218.71 4.82 

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5.11 4.07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2.46 0.72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0.17 0.00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8.43 0.63 

瓦斯气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95.00 1,944.52 91.09 

医药材料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6.70 91.26 

租赁费 

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600.00 10.00 

22.73 0.38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275.84 4.69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52.03 2.58 

小计 57,500.00 10.25 4,747.03 0.99 

向关联

人提供

的劳务 

劳务费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00.00 75.00 

6.62 0.13 

贵州盘江贸易有限公司 18.29 0.37 

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6.10 0.12 

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84 0.06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0.23  

贵州盘江采矿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0.38 0.01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4.87 2.10 

技术、咨询服

务费 

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126.63 60.48 

小计 4,600.00 75.00 1,265.96 34.3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代理费 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169.45 100.00 

工程款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45.00 
114.15 0.14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836.30 7.41 

劳务费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00.00 25.00 
417.04 1.54 

贵州盘江工程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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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贸易有限公司 8.75 0.03 

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120.39 0.44 

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09.39 1.14 

贵州盘江采矿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28.30 0.10 

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0.66  

中煤盘江重工有限公司 28.65 0.11 

医药、体检费 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65.00 1,921.11 63.30 

小计 9,700.00 32.00 8,954.99 9.43 

合计 185,600.00 24.62 46,342.08 6.49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

见公告临 2019-010）。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的 3 名董事回避表决。本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

诚信的原则，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对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

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该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关系概述 

2019 年公司拟与上述各方发生各种类型的交易，其中贵州盘江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贵天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公司实际控制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公司，其余均为公

司控股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拟与上述各

方发生的材料采购、电力供应、提供和接受劳务、销售商品等业务构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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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日常关联交易。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 

1.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张仕和 

注册资本：84,0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及其它工业项目投资；金融证券投资；非银行金融性

理财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职业教育、医疗、旅游业与地产投资；资产

管理等。 

2.盘江六盘水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平寨镇交通南路 20 号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4,2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矿运输机械、煤矿支护设备、工矿配件、防爆电气产品、

工业石英砂的生产销售等。 

3.贵州盘江煤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干沟桥 

法定代表人：周会明 

注册资本：6,596 万元 

主营业务：工业与民用建筑、高速公路路基、一级标准以下公路施工、

建筑幕墙；装饰装璜、预制构件；加工制作钢铝门窗；粉煤灰及矸石的深

加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4.贵州盘江煤电多种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亦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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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会明 

注册资本：5,209 万元 

主营业务：阻燃输送带、橡塑制品、净水剂、矿山机械配件、输送机、

塑钢管材、劳保用品等生产加工、销售。 

5.贵州盘江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简永红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日用百货、煤炭、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等。 

6.贵州盘江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干沟桥 

法定代表人：杨世梁 

注册资本：41,412.87 万元 

主营业务：煤矿瓦斯（煤层气）综合利用、销售、技术研发及计量检

测；页岩气项目开发利用等。 

7.中煤盘江重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法定代表人：谭兵 

注册资本：36,0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工程行业的成套设备、机电产品、防爆电气产品、安

全技术装备、瓦斯发电机的设计、生产、供应、技术服务等。 

8.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响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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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高守鸣 

注册资本：54,450 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洗选、加工及销售。 

 9.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南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杨凤翔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运输代理；货物装卸；货场、设备租赁；进出口业务；货

运场站、物流园区、批发市场、商贸中心的建设、管理和经营等。 

10.贵州省动能煤炭技术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宗华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矿及非煤矿山技术咨询及相关技术服务；矿山管理，合

同能源管理，矿产品的研究、开发；矿山职业技能技术培训等。 

11.贵州盘江电投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柏果镇 

法定代表人：詹玉华 

注册资本：174,170 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生产、销售；普通机电产品及零配件、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的销售；电力设备及机械设备的安装和维修；

电力咨询和服务；电力生产的副产品经营；砂石生产及销售（仅供分支机

构使用）；普通货物运输；自用氧气生产。 

12.贵州盘江电投天能焦化有限公司 



- 8 -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柏果镇东风村 

法定代表人：高加荣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洗选及销售；煤焦冶炼及销售；电力供应及销售；粗

苯、焦化苯、焦化甲苯、非芳烃、二甲残油、重苯、液体无水氨、天然气、

硫代硫酸铵、硫氰氨酸、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矿产品、建材（不含

木材）、钢材、金属硅的销售。 

13.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松河彝族乡 

法定代表人：余兆星 

注册资本：64,250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销售；洗选加工；煤焦化工；发电（自用）。 

14. 贵州贵天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 

法定代表人:龙长虹 

注册资本：12,846.3438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含网络)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特殊食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农产品、水果、棉麻制品、茶

具、办公用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汽车用品、中药材;企业管理咨询;

非金融性项目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礼仪服务;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组织、策划;教育信息咨询;图文设计及制作;电子商务信息咨询;

教育项目投资;货物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供应链管理;物流

方案设计。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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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时，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

的原则下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

保证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具体定价方式上，根据不同关联交易

品种、类别和不同情况，均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使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

理。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原料供货、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均系供销

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随行就市，交易量按实际发生量，关联交易合

同与跟同类客户签订的合同相同，每笔业务遵循洽谈、合同签订、按合同

履行的流程发生。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的需要，交易行为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交易定价原则是合理、公平的，

未侵占任何一方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

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 

六、协议的签署和期限 

根据 2019 年度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在 2019 年拟与上述关联

方签订《商品销售合同》、《建筑安装合同》、《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和《商

品采购合同》等合同，有效期为一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签订的上述关联交易合同和协议，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和

结算方式与 2018 年度签订的合同相比均不发生变化。 

七、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出席会议的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含 3 名独立董事）全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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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次关联交易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之前审阅了本次

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

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需要，符合公平、

公正、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在会议审议中，我们认为：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

的原则，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对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同意该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重大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