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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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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为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伊田煤业

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常兴煤业

有限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

限公司、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上庄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

司、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潞安元丰矿业

有限公司、潞宁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办理期限为三年，合计金额为 671,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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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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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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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宇

鑫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蒲县新良友

煤业有限公司、上庄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长泰永诚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潞宁孟家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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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期限为三年，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5%。 

为支持子公司发展，公司拟向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 671425.1万元，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170,800.00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15,10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72,208.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68,537.60 

山西潞安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48,95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39,299.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38,509.5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36,425.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26,770.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22,233.00 

山西潞安环能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11,714.00 

山西潞安集团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7,000.00  

山西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5,195.00 

山西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山西潞安元丰矿业有限公司 2,884.00 

山西潞安集团孟家窑煤业有限公司 800.00 

合计 671,4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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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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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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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46,581,312,412.79 元，资产

净额 3,043,845,221.69 元，2018 年营业收入 478,268,953.87 元，净利润

276,785,390.61元。 

三.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蒲县黑龙煤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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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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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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60%，为公司控股股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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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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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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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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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出资 165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55%，为公司控股股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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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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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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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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隰东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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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80%，为公司控股股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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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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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上庄煤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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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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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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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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13. 山西潞安长泰永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治市郊区马厂镇长北北路矿区巷 

注册资本：13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东生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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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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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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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108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80%，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14.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屯留县李高乡西鸣水村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经营范围：蔬菜的种植、金属材料（贵重金属及国家限定品种除外）、支护

材料、机电设备（小轿车除外）、仪表仪器、五金交电（油漆除外）、电线电缆、

橡胶塑料制品、工矿机械设备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工矿机械设备的修理（仅限

分公司经营）。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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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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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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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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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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止 2018年 12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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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县黑龙 2,544,428,763.22  3,555,017,386.48  139.72% 214,515,899.85  -167,423,172.63  

潞宁煤业 8,389,614,718.55  9,200,815,054.81  109.67% 1,797,507,489.25  -841,410,971.55  

蒲县伊田 2,357,155,767.79  2,750,270,646.87  116.68% 497,331,727.23  14,166,849.48  

蒲县黑龙关 1,795,473,729.36  2,168,747,802.17  120.79% 1,886.21  -114,602,622.92  

温庄煤业 1,421,308,648.65  1,559,218,302.08  109.70% 409,787,284.12  -7,301,807.87  

蒲县常兴 1,201,679,573.00  1,535,707,262.57  127.80% 231,336,371.63  -47,285,768.06  

蒲县宇鑫 300,060,864.99  545,287,523.60  181.73%   -31,110,673.92  

蒲县隰东 676,414,523.68  962,980,041.38  142.37% 149,845,809.24  -83,922,605.55  

蒲县后堡 510,446,327.16  857,242,363.11  167.94% 151,010,108.69  -44,665,252.84  

蒲县新良友 493,925,879.22  733,160,794.07  148.44% 77,042,061.09  -44,186,999.72  

上庄煤业 368,128,956.15  562,654,968.75  152.84% 340,000.00  -23,122,953.52  

蒲县开拓 552,248,589.62  335,980,921.35  60.84% 243,916,094.52  50,987,395.59  

长泰永诚 36,788,079.87  82,680,937.15  224.75% 2,206,286.80  -754,476.54  

本源生态农业 326,558,931.41  291,179,195.79  89.17% 227,304,519.18  8,286,682.26  

元丰矿业 173,700,500.22  152,292,421.69  87.68%   -10,278,882.25  

孟家窑煤业 4,363,839,547.02  5,474,970,276.72  125.46% 288,891,684.72  -173,804,923.82  

合计 25,511,773,399.91  30,768,205,898.59  4,291,037,222.53  -1,516,430,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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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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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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2号公告、2018-029号公告、2018-038号公告、201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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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