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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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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遵循商业规则，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业务经营没有因关联交易产生严重依赖，

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本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 4月 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逐项表决通

过了《关于 2019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议案由 6项子议案，其中向建材控股下属混凝土公司销售水泥交易，

关联董事何友栋、郑建新、黄明耀回避表决，其他 6名非关联董事表

决同意；其它各项交易，关联董事郑建新、黄明耀回避表决，其他 7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议案经公司三位独立董事黄光阳、林萍、刘伟英事前审查认可，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  

关于采购煤炭、采购原材料的交易，可以增加采购渠道，增强保

供议价话语权，交易价格按可比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确定，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销售水泥的交易，按市场价原则定价，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关于接受直购电技术服务，系充分

利用省配售电公司在交易议价能力、优惠政策争取和合同电量执行等

方面的专业化优势，为本公司有关企业代理购买 2019 年电力直接交

易电量，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并争取最优惠电价。本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交易涉及

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届时与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 

公司 2018年度与实际控制人权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经 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单位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计

金额 

2018 年实

际发生金

额 

说明 

向关联人购

买燃料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煤炭 32,195.00  32,158.22  

 

厦门振华能源有限公司 煤炭 3,650.00  0.00  
市场变化，实际未

发生。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 

脱硫石膏 1,000.00  586.47  
 

粗粉煤灰 100.00  39.17  
 

福建省钢源粉体材料有

限公司 
矿粉 700.00  1,972.19  

实际按招投标方

式确定 

向关联人销

售水泥 

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 水泥 3,930.40  2,432.96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所属混凝土公

司 

水泥 2,600.00  2,410.81  
 

接受劳务 
福建省配电售电有限责

任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

务 
437.37  352.67  

实际金额由省电

网公司分配结算 

合计     44,612.77  39,952.49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单位 交易内容 

2019年度预

计金额 

2018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 
煤炭 30,155.00  32,158.22    

向关联人

购买原材

料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脱硫石膏 800.00  586.47    

粗粉煤灰 0.00  39.17    

福建省钢源粉体材料有限

公司 
矿粉 2,500.00  1,972.19    

向关联人

销售水泥 

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 水泥 600.00  2,432.96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所属混凝土公司 
水泥 2,500.00  2,410.81    

接受劳务 
福建省配电售电有限责任

公司 

直购电技术

服务 
442.00  352.67  

实际金额由省

电网公司分配

结算 

合计     36,997.00  39,952.4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 

本议案交易对方均为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或者控股股东福建省

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均属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二 )条规定情形的上市公司

的关联法人。 

2、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福能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荣万，注册资金 15592 万元，住

所：永安市燕江东路 566 号。主要煤炭开采和销售。 

（2）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为福能集团全资子公司。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陈联志，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住所：福州市鼓楼区

琴亭路 29 号福能方圆大厦四楼、五楼北区。主营新型墙体材料、烟

气脱硫材料、硅酸盐制品、冶金氧化钙、保温隔热材料、防水密封材

料、粉煤灰、脱硫石膏、煤渣、水渣、钢渣的生产、加工及销售。 

（3）福建省钢源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钢源粉体材料有限公司是福能集团全资子公司福建省福

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联志，注册

资金 4000 万元，住所：三明市梅列区经济开发区小蕉工业园。主营

矿渣微粉生产、钢渣微粉生产、钢铁渣微粉生产，建材、铁矿粉、金

属材料销售；劳务技术服务与咨询。 

（4）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是福能集团间接控制的权属企业，为一家



商业商贸公司的批发企业，法定代表人：苏国振，注册资本 5000 万

元，住址：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 166 号 A1 区 11 层 1103 单元。属

于商品的批发、零售贸易型企业。 

（5）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混凝土公司含 9 家

全资混凝土公司，预拌混凝土年生产能力 540万方。 

（6）福建省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为福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福

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张小宁，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33 号武夷中

心 11 层。经营范围：售电；供电；电力设施的承装、承试、承修；

节能技术、电力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太阳能发电；新

能源技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的施工。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其经营和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履约能力，不存在因支付款项或违约等对本公司

可能形成的损失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议案包含以下 6个子议案： 

向关联人购买煤炭 

（1）计划子公司向福建省永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购进煤碳 43万

吨（其中：永安建福 13.5 万吨、金银湖水泥 7.5 万吨、安砂建福 16

万吨、海峡水泥 6万吨），每吨不含税价按 701元/吨预算，全年预计



交易金额约 30155万元。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 

（2）计划通过福建省福能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购进脱硫石膏

8 万吨，全年交易金额约 800 万元。 

（3）计划向福建省钢源粉体材料有限公司购进矿粉 10 万吨，全

年交易金额约 250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水泥 

（4）计划 2019 年向厦门联美商贸有限公司销售水泥 2 万吨，

全年交易金额约 600 万元。 

（5）计划 2019年向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混凝

土公司销售水泥 7 万吨，全年交易金额约 2500 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6）公司六家生产企业拟与福建省配电售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合同，接受其直购电技术服务。配电售电公司按交易价格低于燃煤标

杆电价时产生价差收益的 30%收取服务费。全年预计交易金额 442万

元。 

（二）定价政策 

煤炭交易方在省内矿井规模相对较大，煤质稳定，保证能力强，

不掺假。定价原则按可比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确定，每月（季）一定

价。 

其它原材料采购，按市场规律与其他供应商一样比价采购，定价

按可比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确定。  

向关联方销售水泥，按市价原则定价。 

接受直购电技术服务，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各生产单位的实际需要，借助关联方在其它领域的优

势，有助于保障公司的原料供应、质量和成本控制，长远而言有利于

公司的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按市价原则向关联

方销售水泥，可以巩固市场地位，维持市场占有率。公司充分利用省

配电售电公司在交易议价能力、优惠政策争取和合同电量执行等方面

的专业化优势，为本公司有关企业在福建省年度电力直接交易事宜及

后续电力市场化交易方面提供专项技术服务。 

公司遵循商业规则，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属于

正常的商业行为，公司业务经营没有产生严重依赖，没有因关联交易

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订上述交易事项涉及的所有业务合同。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