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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1       证券简称：阳煤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18-064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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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议案尚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客观公正、定价公允，维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且该

等关联交易在公平合理、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

主营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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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6 票赞

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对于公

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发生情况进行了整体上的预计，关联董事冯志武先生、程

彦斌先生依法回避表决。公司于 2018年 6月 4日召开了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该议案。 

 

（二）本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基于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公司预计 2018 年关联

交易发生情况将与年初预计的 2018年度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因此，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2018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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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 1-9 月份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8 年 1-9 月实际金额 2018 年预计金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万元） （万元）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429.23 0.67% 97,371.61 4.87%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73.27 0.01% 21.56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453.65 1.03% 10,719.06 0.54%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833.47 0.13% 386.75 0.02%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45  237.61 0.01%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3.20  100.00 0.01% 

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137.22 0.19%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64.94 0.04%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7.44 0.01% 1,870.94 0.08% 

山西省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12.70 0.04% 603.01 0.03%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9.28  120.25 0.01% 

上海合弘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56.18 0.11% 2,825.12 0.13% 

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3,130.76 1.51% 

霍州煤电集团凯兴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1,171.94 0.96% 

山西太重煤机煤矿装备成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980.60 0.27% 

界首昊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41.05 0.01% 323.90 0.02% 

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82.41 0.01% 

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92.51 0.01% 

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61.04 0.01% 

运城云海铝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111.65 0.29% 452.05 0.02% 

阳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37.18 0.01%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张家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2,550.59 1.6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76.87 0.08%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40.38 0.04%   

天脊集团河南农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7.64 0.03%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06.11 0.03%   

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98.29 0.01%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73.91 0.01%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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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4.79    

阳泉煤业集团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5.23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4.64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2.48    

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0.16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70.63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7.54 0.01% 3,000 5.47%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2.76 0.06%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366.02 1.36%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245.97 1.24%   

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43.85 0.04%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85.99 0.63% 582 4.13% 

合计   60,913.70  185,025.22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8 年 1-9 月实际金额 2018 年预计金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万元） （万元）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8,055.52 2.29% 13,824.77 0.75%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63,024.46 13.32% 232,632.72 12.69%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281.00 0.27% 741.37 0.04% 

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20.84 0.04% 1,058.29 0.06%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5,831.95 1.29% 26,793.60 1.46%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17.05 0.05% 11,212.20 0.61%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8,441.93 4.78% 81,092.33 4.42%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46,847.56 12.00% 419,700.00 22.89%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394.06 0.60% 87,525.87 4.77%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788.86 0.15% 1,059.74 0.05% 

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31.43 0.02% 

北京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410.11 0.38% 

河北金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00.42 0.02% 612.35 0.03%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070.77 0.25% 932.58 0.04% 

江苏恒盛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981.66 0.49% 2,357.05 0.12%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5.75  28.47  

青岛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18.69 0.42%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718.91 0.63% 4,932.84 0.25%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30.00 0.08% 1,549.79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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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国新科莱天然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67.04 0.02% 404.43 0.02% 

山西华鑫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74.35 0.01% 

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59.90 0.01%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29.86 0.04% 6,392.76 0.33%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6,096.45 0.84% 

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25.19 0.05% 453.83 0.02%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9,583.92 0.50% 

上海合弘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23.65 0.05% 

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273.49 0.59% 13,081.43 0.68% 

运城云海铝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586.65 0.13% 6,784.47 0.35% 

山西阳煤国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0,624.30 1.69%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894.66 0.89%   

阳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080.57 0.33%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4.17 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490.68 0.29%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00.52 0.05%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36.13 0.03%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33.35 0.01%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550.96 2.89% 1,287.07 1.99%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6.60 0.06% 155.14 0.23% 

山西嘉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11.21 0.13% 166.03 0.24%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14.86 0.17% 

山西省化工设计院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6.04 0.02% 145.18 0.21%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0.57 0.02% 56.42 0.08%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439.30 5.02%   

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765.96 0.87%   

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54.99 0.63%   

阳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23.60 0.37%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96.41 0.45%   

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82.81 0.21%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40.46 0.05%   

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4.89 0.06% 2.31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186.41 10.51% 7,438.76 4.31%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32.96 0.04% 13.40 0.01%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9,072.35 10.38%   

合计   522,132.87  965,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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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方存贷款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8 年 1-9 月实际金额 2018 年预计金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万元） （万元） 

阳泉煤业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 基准利率 93,134.15 8.93% 83,860.63 8.59% 

贷款 基准利率 163,564.48 6.66% 156,653.57 8.13% 

 

预计 2018 年度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年

初）（万元） 

需增加的金

额（万元） 

增加后金额 

（万元）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7,371.61   97,371.61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1.56  300.00   321.56  

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719.06  15,000.00   25,719.06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86.75  2,500.00   2,886.75  

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37.61  150.00   387.61  

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   100.00  

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137.22   4,137.22  

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64.94   964.94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870.94   1,870.94  

山西省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603.01  150.00   753.01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20.25   120.25  

上海合弘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825.12   2,825.12  

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3,130.76   33,130.76  

霍州煤电集团凯兴物资经销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1,171.94   21,171.94  

山西太重煤机煤矿装备成套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980.60   5,980.60  

界首昊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23.9   323.90  

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82.41   282.41  

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92.51   192.51  

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61.04   261.04  

运城云海铝业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52.05  5,500.00   5,952.05  

阳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37.18 200.00 437.18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张家港国际贸易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5,000.00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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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年

初）（万元） 

需增加的金

额（万元） 

增加后金额 

（万元） 

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000.00   2,000.00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0   1,000.00  

天脊集团河南农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0   1,000.00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0   1,000.00  

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500.00   5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   100.00  

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   100.00  

阳泉煤业集团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   100.00  

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   100.00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0.00   90.00  

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90.00   90.00  

其他关联方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50.00   350.0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3,000.00  3,000.00   6,000.00  

山西省焦炭集团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52.76   52.76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000.00   2,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2,500.00   2,500.00  

其他关联方 提供劳务 市场价格   120.00   120.00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收入 基准利率 582.00    582.00  

合计     185,025.22 71,850.00 257,875.22 

 

2、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年

初）（万元） 

需增加的金额

（万元） 

增加后金额（万

元） 

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3,824.77 22,000.00 35,824.77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32,632.72  232,632.72 

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41.37 3,800.00 4,541.37 

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58.29  1,058.29 

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6,793.60  26,793.60 

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1,212.20  11,212.20 

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092.33  81,092.33 

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19,700.00  419,7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7,525.87  87,525.87 

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59.74 1,500.00 2,5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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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31.43  431.43 

北京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7,410.11  7,410.11 

河北金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12.35  612.35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932.58 3,800.00 4,732.58 

江苏恒盛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357.05 10,000.00 12,357.05 

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8.47 20.00 48.47 

青岛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8,118.69  8,118.69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932.84 10,000.00 14,932.84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549.79 300.00 1,849.79 

山西国新科莱天然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04.43 200.00 604.43 

山西华鑫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74.35  174.35 

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59.90  359.90 

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392.76  6,392.76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6,096.45  16,096.45 

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453.83 600.00 1,053.83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9,583.92  9,583.92 

上海合弘贸易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23.65  1,023.65 

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3,081.43  13,081.43 

运城云海铝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784.47  6,784.47 

山西阳煤国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2,000.00 32,000.00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5,000.00 15,0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6,000.00 6,000.00 

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200.00 200.00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800.00 5,800.00 

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1,000.00 1,000.00 

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500.00 500.00 

其他关联方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350.00 35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87.07 2,500.00 3,787.07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55.14  155.14 

山西嘉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66.03  166.03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14.86  114.86 

山西省化工设计院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45.18  145.18 

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6.42  56.42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7,800.00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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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200.00 1,200.00 

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1,000.00 1,000.00 

阳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 500.00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550.00 550.00 

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300.00 300.00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60.00 60.00 

其他关联方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2.31 150.00 152.31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7,438.76 6,000.00 13,438.76 

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3.4 50.00 63.40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支出 基准利率  18,000.00 18,000.00 

合计     965,748.56 151,180.00 1,116,928.56 

 

3、关联方存贷款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18 年初预计金

额（万元） 

需增加的金

额（万元） 

增加后金额

（万元） 

阳泉煤业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存款 
基准利

率 
83,860.63  83,860.63 

贷款 
基准利

率 
156,653.57 4,500.00 161,153.57 

 

 二、关联方介绍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方介绍 

1、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市北大西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翟红 

注册资本：758,037.23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及加工，煤层气开发，建筑安装，勘察

设计，物资供销，铁路公路运输，煤气、电力生产(仅限分支机构)，仓储服务，

房地产经营，矿石开采、加工，饮食、住宿、文化娱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机

械修造，加工木材、建材、钢材、磁材、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服装、劳保用品、

矿灯、广告制作，印刷，消防器材、医疗器械修理、销售，汽车修理(仅限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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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种植、养殖（除国家限制禁止种养的动植物），园林营造，本企业自产的

磁材、铝材、玛钢件、服装的出口，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房屋、场地及机械设备租赁，制造、加工、销售煤

矿机械配件、橡胶制品、输送带、升降带、带芯（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凭许可证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山西宏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泉中路 413 号名仕公馆 10 至 12 层 

法定代表人：陈晓亮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矿山建筑安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公

路工程施工，装璜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加工钢结构、金属拱型波纹屋

盖、金属压型板、复合板、加工、安装门窗，房屋、场地租赁，利用自有媒体发

布户外广告，销售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不含火工、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电线、电缆、仪器仪表、钢结构构件、塑钢门窗、铝合金门窗、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工艺品、办公家具、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照相器材，机械设备、周转材

料租赁，（以下限分公司租赁）；制造、销售预拌混凝土。 

3、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路 17 号 

法定代表人：焦仲德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

公路路基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制作、

安装、销售建筑门窗，生产、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作、销售钢模板、钢架板、

直螺纹套筒，U 型卡，加工、销售塑料板、管及型材，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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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北大西街 29 号 

法定代表人：王玉明 

注册资本：177947.61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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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

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

一、二级市场投资除外）；成员单位产品的融资租赁。 

5、阳煤集团太原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油房堡段 

法定代表人：张建勇 

注册资本：407,247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项目：筹办化工产品生产项目相关事宜的有关服务（筹建期不得从事经营活

动）（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需报经审批和禁止经营的项目在未经批准前

不得经营）。 

6、阳泉煤业集团寿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晋中市寿阳县北大街东 63 号 

法定代表人：马占中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销售（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机车取送、

铁路货运、自备车出租、机车修理、铁路专用线维修；销售：建材、机械设备。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需经许可审批的凭有效的许可证件核定的范围、

期限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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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阳泉煤业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武万华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零售粗苯、电石、烧碱、硫酸、甲醇、丙烯、

硫磺、乙烯、液氨、氨水、环氧氯丙烷、乌洛托品、二甲醚、四氢呋喃、甲醛、

硝酸钠、环己酮、冰乙酸；自营或代理金属及金属矿产品、化肥、橡胶制品、钢

材、铁矿石、化工、铝矾土、建材、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废旧钢

材的回收和批发，经销煤炭、钼、木材、五金交电、木浆、纸制品、铝合金、锰

矿石、铬矿石、耐火材料、铁矿渣（水渣）、尿素、己二酸、硬脂酸、工业用棕

榈油、稀土产品、磁性材料、木片、聚氧乙烯、燃料油、焦炭、保温材料、仪器

仪表及零配件、石膏、髙岭土、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针纺织品，物流配送、商

务信息咨询、矿山机械设备的维修、新型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从事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自有资金对国家允许的行业投资及其资产

管理（国家限制公司或禁止公司经营的除外，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应取得审

批或许可后持营业执照方可经营）。 

8、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城郊西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耿新江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煤炭批发经营；铁路货运；自备车出租；机车修理；

铁路专用线维护；销售；建材、机械设备。（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北大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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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40,5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电力生产、销售（今限分公司）；煤层气开

发、管道燃气（今限分公司）。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销售（仅限分支机构），设

备租赁；批发零售汽车（除小轿车)、施工机械配件及材料。 

10、山西阳煤化工国际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南中环街 461 号 

法人：郭峰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批发零售化肥、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农副产品、化工原辅材料、矿产品、

煤炭、建材、钢材、有色金属、通用机械及其配件、电器、仪器仪表、装修材料；

物流信息服务。（以上国家法律法规限定和禁止经营的除外）氯乙酸、三氯化磷、

2-甲基-1-丙醇、苯、环己酮、甲醇、焦油，如：四氢呋喃、乙酸甲酯、异丁醛、

正丁醇、正丁醛、萘、氨、苯胺、次氯酸钙、过氧化氢、乙酸、硝酸钠、亚硝酸

钠、环己胺、甲醛溶液、氢氧化钠、硝酸、碳化钙（以上无储存）。 

11、阳煤集团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晋才 

注册资本：11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化工厂筹建（依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12、阳煤集团昔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黄岩村 

法定代表人：任俊卿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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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烧碱、PVC、CPE 生产及销售 

13、山西阳煤丰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临猗县丰喜工业园区(东) 

法定代表人：廉尼尔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DSD 酸、二硝基酸、邻磺酸、2—萘酚及副产品、

介酸、环己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4、新疆国泰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文明路 2 号（政府综合办公楼 2 楼） 

法定代表人：封春芳 

注册资本：36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煤化工行业的投资，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节能技

术及产品开发 

    15、阳泉煤业集团平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市平定县冠山镇王家庄村（龙川聚集区王家庄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徐勤保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乙二醇、碳酸二甲酯、粗乙醇、混合醇、硫磺、硫胺、液氯生产

经营相关项目建设（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筹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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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山西阳煤电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界都乡北界都村 

法定代表人：赵红阳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bb76249f2437e43b504918ae8525d6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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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石生产及销售；筛下物及它化工附属品，电石生产咨询 

17、阳泉市南庄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阳泉市南庄路 23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 

注册资本：52,503.2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加工原辅材料的购销；矿山机电设备的维修、租赁(特种设备

除外)；煤炭附属产品的销售（限制品除外)；煤炭开采、洗选；煤炭批发经营；

电力业务与电力供应：煤层气电力生产及销售与热力生产及销售。 

18、阳泉煤业集团翼城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红旗街民警公寓北楼 102 号 

法定代表人：商亚中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销煤炭、洗精煤、焦炭、炉料、铁矿粉、铁矿石、锰矿石、铝

矾土、铝锭、钢材、生铁、建材、化肥（其他未列明批发服务）；铁路货物运输：

敞车整车铁路货物运输、铁路集装箱运输；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集装箱道路运输。 

19、阳泉煤业集团兴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盂县路家村镇石坡峪村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本：9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矿建材及设备购销。 

20、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住所：阳泉矿区桃北西街 5 号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5ff30564cc0974aafc5ce20609b06f1f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cf73385a795d62d70530fb1b93af5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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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闫月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经营范围：经销钢材、木材、建材、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及地面卫星接收

设施）、化工产品及化工原辅材料（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化肥，技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通过铁路销售煤炭。 

21、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阜康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凡殿才 

注册资本： 10634.77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化工机械加工；塑料编织；物流信息咨询，仓

储（除危险品）、装卸服务。主营业务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

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22、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化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张兆振 

注册资本： 6693.85 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范围：农用氮肥、复混肥料、甲醇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含危险化学

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在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经营）生产、销售；发电；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煤炭销售。 

23、北京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北街 1 号院 26 号楼 2 单元 201 室 

法定代表人：贾彤宙 



16 

注册资本： 266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五金交电、机电设备；仓储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工艺设计、

机械设备调试；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 

24、河北金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石家庄市正定县北关 

法定代表人：于雷 

注册资本：12472.8621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液氨、甲醇、硫磺、硫酸、二甲醚、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

的生产（有效期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销售；碳酸氢铵、长效碳酸氢铵、过磷

酸钙、磷酸铵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硫酸铵、硫酸钾、氯化铵、复混肥、

复合肥料（高浓度）、掺混肥料、氨基乙酸的生产、销售；塑料编织袋的加工；

化工机械加工、维修；货运信息服务。 

25、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开封市祥符区新城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刘海山 

注册资本：36791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向国家允许的行业、项目投资；化工产品、化工副产品、化肥的

生产与销售；铁路运输；化工电器设备加工制造；煤渣销售；仓储服务；房屋及

土地的租赁；开展国家允许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机械

加工；化学试剂的生产、销售；道路运输；驰放气的回收与经营；车用燃气加气

站；热力（含供冷）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和住宿；企业营销策划、企业

形象策划设计、会议及展览服务；烟、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农作物种植，

粮食销售，农产品加工，饲料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及租赁，农业种植技术信息咨

询。 



17 

26、江苏恒盛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住所：新沂市新安路 113 号 

法定代表人：黄殿富 

注册资本：6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销售。 

27、南风集团山西日化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 376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斌 

注册资本：2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洗涤剂、工业清洗剂、空气清新剂、家用卫生杀虫

剂、化妆品、洗护用品、纸制品、塑料制品、家用电器。 

28、青岛晋煤太阳石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 2 号楼 801 室 

法定代表人：贾彤宙 

注册资本：8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甲醛溶液；二甲醚；三甲胺[无水]；氨

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化碳[压缩的或液化的]；硝酸铵[含可燃物≤0.2%]；硝

酸钠；亚硝酸钠；六亚甲基四胺；甲醇；吗啉；N，N-二甲基甲酰胺；苯胺；硫

酸；盐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销售：饲料、燃

料油（闪点大于 61 度）、润滑油、沥青、复混肥料、有机肥、微生物肥料、钢材、

化肥、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农药（不含剧毒危险品）、五金交电、机

电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类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类项目许可后经营），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机械设备调试，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违禁品）。 



18 

29、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刁镇化工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殷传光 

注册资本： 22365.72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液氨、氢气、硫磺、液体二氧化碳、甲醇的生产、销售（以上项

目在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内经营）；碳酸氢铵、尿素、三聚氰胺、氨水（含

氨≤10%）、塑编制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制造（不含铸锻）、销售；

房屋设备租赁；货物装卸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安全阀校验；火力发

电；蒸汽供热；纯净水、锅炉用耐火材料销售；自来水的生产、供应；污水处理、

再生利用；环保设备的制造（不含铸锻）、安装、销售；以下经营项目只限分公

司和子公司经营：铁路物资下站；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销售。 

30、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寿光市侯镇项目区（丰东路东、丰南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王法民 

注册资本： 66000 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氨、甲醇、液体二氧化碳、硫磺（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许可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尿素、相关精细化工产品的

生产（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资格证书许可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31、山西国新科莱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化章街 1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延军 

注册资本：102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城市天然气输配系统及管网建设；管道天然气的储备、分送及销

售；天然气用具、天然气设备的管理及销售；天然气管网的设计；房屋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天然气加气站的投资建设；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183c11917447c4437dab8565197d1e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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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山西华鑫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煤山路二坑 

法定代表人：李慧 

注册资本： 11435.5828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变压器、电子产品、移动变电站、铸锻件及通用零部

件、高低压开关、变频器、电机、电机车、永磁开关及配件、皮带机、转载机、

矿用运输机、风机、矿用钻机、阻车器、自动化监控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

置、气动道叉、互感器、电抗器、铜铝排、电磁线、电力金具；修理变压器、电

机、液压设备、采掘设备、高低压开关、风机、电机车、矿用钻机、阻车器、自

动化监控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气动道叉；机械加工；经销钢材、铜材、

铝材、建材、木材、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危险化学品及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线电缆、煤炭、一般劳保用品、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制造、

销售、安装、维修自动化立体仓库、地面高低压配电设备；本公司《特种设备制

造许可证》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核定范围内的起重设备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销售；制造、销售、安装、维修空气压缩机、矿用刮板输送机

驱动链轮。 

33、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民营经济开发区五龙口街 678 号 1 幢 5-6 层 

法定代表人：徐宝顺 

注册资本： 10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的仓储、物流、配送及信息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搬运及装卸、包装及流通加工服务；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商务中介服务；

钢材、煤制品、普通机械配件及设备、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铁矿石、生

铁、铁合金、铝合金、橡胶制品、通讯设备、水暖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建材、装潢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针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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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化肥、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电线电缆、劳保用品、汽车（不含小轿车）、

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道路货物运输；煤炭批发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4、山西晋煤天源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南城办北陈村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注册资本：59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氨、尿素、甲醇、硫磺、掺混肥、硫铵、甲醛制造、销售；

炉渣（粉煤灰）烧结保温砌砖制造、销售；编织袋生产、加工、销售；煤炭加工、

销售；钢材、建材、五金交电、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普通劳保用品、办公用品、

化工材料、机电设备及配件销售；特种设备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 

35、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海滨五路 12 号 

法定代表人：冯瑞波 

注册资本： 40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甲苯、氢氧化钠、乙酸[含量＞80%]、丙烯酸[抑制了的]、甲醛

溶液、领苯二甲酸酐、丙烯、1,3—丁二烯[抑制了的]、乙炔[溶于介质的]、乙烯[压

缩的]、正丁醇、正庚烷、正己烷、正戊烷、1,2—二甲苯、1,2—环氧丙烷[抑制

了的]、石脑油、石油醚、1,4—二甲苯、2,2—二甲基丙酸甲酯、2—丙醇、2—甲

基—1—丙醇、乙酸乙酯、乙酸正丁酯、苯、苯乙烯[抑制了的]、丙烯酸正丁酯[抑

制了的]、环己酮、甲醇、甲基叔丁基醚、苯酚、N—甲基苯胺、煤焦沥青（以上

危险化学品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经营方式不带有储存设施

经营）；煤炭、建材、钢材、矿石、铁精粉、金属制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

电缆、焦炭、生铁、废旧钢材、合金制品、日用百货、电器机械、棕油、化工产

品（以上不含监控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及国家专项许可产品）、润滑油、润滑脂

销售；铁路货运代理；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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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除外）；汽车维修与保养。 

36、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心北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注册资本：5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不锈钢、不锈钢制品、黑色金属的生产、销售；批发零售钢铁产

品及原辅材料、冶金设备、备品备件、仪器仪表，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咨询；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37、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建筑西巷 12 号 

法定代表人：陆飞 

注册资本：3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机械设备及配件、煤制品及煤炭副产品、汽车配件

及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生铁、橡胶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铁精粉、木材、纺织品、医疗器械设备、计算机及硬件设

备、服装鞋帽、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日用品、酒类、食品的销售；

矿用设备修理；对外贸易；仓储服务；废旧物资回收；石油焦、化肥、球团、镍

铁、铬铁、锰铁、硅铁、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的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施的建设管理；汽车租赁；萘、乙醇（无水）、煤焦油、粗苯、二甲苯异构体混

合物、甲醇、煤焦沥青（以上不含储存）的批发；普通机械设备的租赁。 

38、上海合弘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民德路 158 号 2104 室 

法定代表人：李群力 

注册资本：5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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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煤炭、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橡塑

制品、化工产品（除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电子产品、食用农产品、木材、纺织品、冶金矿产品、金属材料、服装、手表、

饰品、家居用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家用电器、办公用品及耗材、厨房用品、

饲料的销售，化肥经营，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食品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危险化学品（详见危险化学品许可证）批发。 

39、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玉田县后湖工业聚集区 

法定代表人：王立银 

注册资本：2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合成氨、甲醇、尿素、硫磺、硫酸铵制造销售，普通货运；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40、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西街 10 号 

法定代表人：戴生良 

注册资本：618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工程监理及咨询

业务。 

41、运城云海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运城永济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梅小明 

注册资本：48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镁合金、铝合金、中间合金产品及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上相关产品的废料回收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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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42、山西嘉盛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泉中北路 413号居馨名仕公馆 10层 

法定代表人：李蔼春 

注册资本：1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项目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政府采购招标代理；贸易代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

理业务；测绘服务；资产评估。 

43、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化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耿鹏鹏 

注册资本：10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设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及冶炼、电

力、市政、公用、钢结构、化工石油、房屋建筑、管道、炉窑砌筑、消防工程的

施工；房地产开发；自动控制工程设计与施工；室内外装潢；消防设施工程设计

与施工；矿山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地基与基础；建材、工程设备制造与销售；

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小型工程、家电、机电设备维修，经销水暖

管件；零售汽摩车配件、建筑五金及工具；代储钢材；检验检测：无损检测；物

业服务；承揽焊接工程及技术咨询培训；自有房屋租赁；非标制作；特种设备：

压力容器制造与安装；电梯的安装、维修；机械安装维修；电梯安装维修；压力

管道安装，锅炉安装维修；起重机械安装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煤炭、焦炭及煤化工产品（危化品除外）的销售。 

44、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 17 号 

法定代表人：范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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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40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轮、轴、轮对、轮对总成、齿轮箱、转向架、制动盘及

其配件、部件，工矿车辆及工业用行车轮、滑轮、齿轮坯、车轮组及其配件、部

件，特殊工序工艺流程的制造、研发、销售、检测、技术服务；列车通讯系统、

车站通讯系统、收费系统及月台门系统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锻件及材料的

制造、研发、销售；进出口贸易；本企业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45、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书槐 

注册资本：355020.08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对１９９５年以来发放的“山西省地方煤炭发展基金货款”进行

管理，国有资本运营。 

46、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同煤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200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金属及金属矿批发，汽车及二手车、厨房用具、焦炭、木材、机

械设备及原辅材料、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建筑材料、高岭土、活性炭、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橡塑制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散装食品销售、酒类

批发、煤炭批发经营；设备租赁、汽车租赁、代办汽车相关业务；进出口代理业

务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按国

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仓储及仓储服

务；运输代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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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霍州煤电集团凯兴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霍州市辛置镇 

法定代表人：陈学敏 

注册资本：20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煤炭、矿产品、钢材、金属材料、洗精煤、焦炭、

铁矿石、生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及

配件、五金交电、机电产品、橡胶制品、电子产品、纺织、服装、日用品、办公

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消防器材；工矿机电设备租赁；物流信息服务；仓

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8、山西太重煤机煤矿装备成套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街 25 号 

法定代表人：李富奎 

注册资本：1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矿矿井设计；矿用机电成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

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机械、环保设备、天然气开采设备的设计、销售、安

装、调试、维修及技术咨询服务；煤炭、矿产品、煤矿机电成套设备及配件、钢

材、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金属制品、五金交电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工矿建筑施工。 

49、界首昊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界首市化工产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王国涛 

注册资本：2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化肥、化工产品的生产（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

有效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化肥、化工产品的

销售；主营业务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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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太原中条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街 6 号梧桐大厦 216 房间 

法定代表人：王智军 

注册资本：3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矿产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不含小轿

车）、仪器仪表、针纺织品、普通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农副产品、

劳保用品的销售；进出口贸易。 

51、安徽晋煤中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临化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张兆振 

注册资本：6693.85 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营范围：农用氮肥、复混肥料、甲醇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含危险化学

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在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经营）生产、销售；发电；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煤炭销售。 

52、江苏晋煤恒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沂市新安镇新沂经济开发区上海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薛东升 

注册资本：15000 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煤渣、石膏粉及石膏制造、销售、装卸；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器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尿素、磷酸一铵、

过磷酸钙、复合肥、复混肥、甲醇、氨[液化的，含氨#x3E50﹪]、盐酸、硫酸、

一氧化碳、氢气混合物、正磷酸的制造、销售、装卸；工业用水、热力、电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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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危险化学品生产（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 

53、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高平市坪曲路 86 号（原村乡） 

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注册资本：777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尿素、甲醇、液氨、复混肥料、掺混肥料、硫磺生产及销售（按

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经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机电设备及配

件销售；压力容器充装；道路货物运输；化工设备检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54、山西省焦炭集团益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介休市义安镇焦化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垣青 

注册资本：15000 万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甲醇生产技术的研究，煤制品的加工、仓储与销售；煤化工、工

程技术与服务；煤化工设备的生产、开发、销售（特种设备除外）；机电产品（限

制品除外）、五金建材（木材除外）、钢材的销售；甲醇、氮、氧、氩（液化的）

的生产、仓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2017 年 4 月 28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 

55、山西晋煤华昱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周村村 

法定代表人：牛宏宽 

注册资本：240000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及煤化工制品筹建项目相关服务；煤及煤化工制品项目投资及

资产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56、新疆国泰新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文明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封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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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1,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煤炭行业投资（在未取得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资质证前不得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节能技术及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   

57、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体育北街 7 号 

法定代表人：杜锐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建筑施工，土木工程建筑；道路桥梁施工；线路管道设备、消防、

空调及电梯安装，特种设备；地基处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装潢；吊装；机具

租赁、维修；建材鉴定检验；商品砼；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及其所

需材料、设备出口；风机、管件铸造；非标制安；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建材、装

潢材料、水暖器材；计算机网络工程及软件开发；楼宇自动化系统工程；电气设

备销售及安装；防雷工程；电控设备的生产；钢结构工程承包；建筑智能化工程

承包；工程测量；地籍测绘；房地产开发；建筑节能；保温施工；矿山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

理；园林绿化工程；电力设施安装，电力工程安装；道路货物运输；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对外承包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资格证书经营）；测绘服务，房地产

测绘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水电暖管道维修；中央空调设备的维护；工程机械

设备的销售、维修及租赁；钢结构构件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网架、膜结构、彩

板、檩条、覆膜板、建筑膜板、单板、胶合板生产及销售；起重设备安装、维修

及技术服务；门窗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安全防范工程；建

筑幕墙工程；特种工程；冶金工程；环保工程；桥梁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城市照明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物业管理；食品经营；清洁服务；代理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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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服务；家政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58、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张家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高雪明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煤炭、钢材、金属材料及制品、焦炭、五金交

电、矿产品、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品除外）、建筑材料、

纺织原料及产品、汽车零部件、办公用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橡塑制品、

劳保用品、日用百货购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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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天脊集团河南农资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凤鸣路 1 号院 5 号楼 19 层 1906 号 

法定代表人：杨福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化肥的批发零售；销售：日用百货、润滑油、洗涤用品；人才中

介服务。 

60、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乐市无繁路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高涛 

注册资本：24，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合成氨、硝酸铵、尿素、硝酸、甲醇、复合（混）肥、液体无水

氨、水溶肥、车用尿素的生产与销售、硫磺销售、煤炭销售、蒸汽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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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山西兆丰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93147df608693586cd40c232ccbf87e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50a79c96244841db6d4077cd192dc52e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34b029f40cb5eda5b5e7c87ded76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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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氧化铝厂区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赵廷勇 

注册资本：272,293.51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矸石综合利用发售电（该项仅限分公司经营）、生产、销售氧

化铝、铝锭、铝型材、铝制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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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洪洞县广胜寺镇 

法定代表人：郭文仓 

注册资本：143,216.86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洗精煤生产；

承揽化工设备和零部件加工制作；设备检修；防腐保温；铁路自备线运输；经济

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投资咨询；宾馆餐饮；会议培训；（仅供分支机构使用）；

开展租赁业务。；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为准，有

效期至 2021 年 3 月 22 日）、硫酸铵（农用）、合成氨、尿素、压缩氮、压缩氧、

编织袋、工业用甲醇的生产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汽车运输。余热发电（自产

自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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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尖草坪区尖草坪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方 

注册资本：569，624.78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

的生产、销售；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建材（不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65218e9f5aca02c92c28a68f626ae1e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1d6aabca034e95b093ec0151ef7f0bf8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cd3f9c20ed7d249ba86134bd375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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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金技术开

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工、输送、

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酸铵）生产、

销售；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工程；工业

电视设计安装、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根据双方协议）；建设工

程：为公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线及

其配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电力业务：发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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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阳泉煤业集团华越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南中路 112 号 

法定代表人：刘梅生 

注册资本：25，280.77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及其配件、支护产品；

机电修理、安装；理化指标计量，技术咨询；销售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耐火材

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钢材、木材、建材、装璜装饰材料、金属丝及其制品、

铜材、铝材、磁性材料、电线、电缆、润滑油脂、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火

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一般劳保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煤炭；安装塑钢门窗；矿山工

程、机电工程施工；房屋租赁；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研究服务，煤矿装备研发、

设计、材料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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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山西阳煤国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小店区长风大街 108 号（工商局大厦）东座十层 

法定代表人：任光俊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钢材、铁矿石、化工产品（除危险品）、铝矾土、建材、普通机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fa46cb71dd764cb94c7d41042303f55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5a48dfd0b9c24ea9681c9872080f08c


32 

械设备、电子产品、生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土产日杂、纸制品、铁合金、

耐火材料、锰矿石、铬矿石、铁矿渣、稀土材料、磁材、橡胶制品、有色金属、

焦炭的销售；煤炭批发零售、铁路经销、公路经销；化工机械产品销售；建筑施

工；机械制造；以上项目的贸易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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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晋源区义井街２０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升 

注册资本：100,52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研制、销售有机、无机化工原料，化肥、焦炭、电石、橡

胶制品、试剂、溶剂、油漆、涂料、农药、润滑油脂及其它化工产品（危化品除

外）；贵金属加工；电子产品及仪表制造、销售；建筑、安装、装潢；设备维修

制造；道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化工工程设计；供水；购销储运金属材料、建

材、磁材；服装加工；信息咨询；物业服务；污水处理；进出口：商品、技术进

出口贸易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只限分支机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煤炭及制

品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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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阳煤集团深州化肥有限公司     

住所：深州市西外环路 126 号（西侧） 

法定代表人：柳小丰 

注册资本：42,251.96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碳酸氢铵生产、销售。许可经营项目：甲醇、液

氨、硫磺生产、销售（该项目有效期以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期限为准），劳务派

遣（该项目有效期至 2020 年 01 月 15 日）、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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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石家庄中冀正元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城工业区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3c4d5779975f307af80a340a37b9c3d6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30a2a5fffc47c5d658062352027a5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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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术东 

注册资本：7,73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液氨 8 万吨/年、甲醇 7 万吨/年、环已胺 0.4 万吨/年、二环

已胺 0.2 万吨/年、工业硝酸 10 万吨/年、硝酸铵 15 万吨/年、硫磺 0.15 万吨/年（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碳酸氢铵、乙醛酸、生物肥料、复

合肥料，销售自产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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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山西（阳泉）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下五渡 

法定代表人：庞云锋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货物仓储、装卸、搬运、包装、加工、配送的物流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多式联运、公路普通货运；集装箱搬运、拆装箱及相关业务；铁路、

公路、水运货运代理；经销煤炭、焦炭；阳泉国际陆港项目的建设；物联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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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阳泉煤业集团平定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府新街招财鱼附属楼一单元 303 室 

法定代表人：耿新江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建材、机械设备、煤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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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山西省化工设计院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后王街东一巷 3 号 

法定代表人：施俊鹏 

注册资本：602.70 万元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463923cf621519a8acccd43287488924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52211fa01bd3ac466256ea5dcb1b256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16118d54b689f9c6a19a2e1cf880265


34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工程监理；工程勘察；环境

影响评价；压力容器设计；压力管道设计；工程招标代理；自有房屋租赁。 

72、阳泉市宏跃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路水泉沟 

法定代表人：李玉锁 

注册资本：6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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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阳煤集团寿阳新元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朝阳东街 36 号 

法定代表人：侯海凤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支护产品制造、销售；煤矿机械及配件加工、维修、销售；

公路运输中介服务；销售：电器原件、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工矿配件、百货、

文化用品、劳保用品、建材、煤矸石、钢材；废旧物资回收；有形动产租赁；吊

装起重、装卸搬运、吊车设备租赁；工程项目综合服务、劳动力外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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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山西太行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北大街 207 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平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送变电工程、钢结构工程、公路工程施

工，加工建材、水泥预制构件、木器制品、金属制品，建筑机械设备及周转材料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597ec4a13196a1a54b87497ea8ed8b62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42ecc32846ec5830005e1e1e43f8e8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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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销售建材、工程机械、化工（不含火工、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日用百货、文化用品，房屋出租，（以下项目仅限下属分公司经营）中餐、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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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约能力分析 

前述关联方均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健，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前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是向对方

采购、接受劳务或向对方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该等关联交易存在充分的发生

合理性，且其交易定价公允、审议程序合规，有利于维护公司稳定生产经营，有

益于公司股东权益的保护。 

 

三、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原则，签署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具体

定价依据如下： 

（一）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定价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 

（二）如无国家定价，则适用市场价格； 

（三）如无市场价格，双方交易之条件均不应逊于该方同任何第三方交易的

条件。 

该等关联交易始终遵循了公平、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未侵占任何一方利

益。且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需要和整体利益，维护了所有股东，尤其

是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议前，公司已将《关于调整公司 2018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

议案》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先审阅，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如下意见： 

1、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定价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2、在本项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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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3、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