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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99              股票简称：潞安环能               公告编号：201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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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二○一九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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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内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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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一九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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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以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

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该等交易属于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客观需要，交易价格和方式对交易双方是公允合理的，没有损害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通过该关联交易，公司取得了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可靠有效的服务支持和原料

供应，有利于公司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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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市场价格波动和实际生产运作中的变动因素的影响，2018 年关联交

易中有两类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经我们独立董事再次审议，

一致认为此两类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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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二）2018年度需审议确认的关联交易事项 

1、2018 年关联交易中我公司从集团及其子公司购入项目的具体发生额与

年初预计数额有一定差距，具体发生情况如下： 

（1）由于公司矿井后劲工程建设加快步伐，潞安工程公司为我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房屋建筑及井巷维修服务费用实际发生比年初预计增加 39543.96 万元，

需重新提请董事会审议。 

2、我公司出售给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项目，与年初预计数额有一定

差距，具体情况如下： 

（1）因报告期内煤炭市场价格上涨，关联方生产成本增加，购入公司煤炭

数量减少，其中：向潞安煤炭经销公司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

比减少 47370.37万元；向羿神能源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比减

少 19284.07万元，需重新提请董事会审议确认。 

（2）由于煤炭买卖结算方式变化，日照国贸公司购入公司煤炭数量减少，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比减少 16750.26 万元，需重新提请董事会审议确

认。 

（3）由于报告期内，关联方生产能力增加，购入公司煤炭数量加大，以及

煤炭市场价格上涨等原因，造成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比增加的情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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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向煤基清洁能源公司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比增加25875.18

万元；向余吾电厂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与预计总金额相比增加 10647.81 万元，

需重新提请董事会审议确认。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一、煤炭买卖合同 

公司向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煤炭产品情况如下： 

1、向潞安煤炭经销公司销售煤炭：预计发生量为 50 万吨；交易价格按不

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全年发生额为 27000万元。 

2、向煤基合成油公司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51 万吨；交易价格按

不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全年发生额为 40000万元。 

3、向集团公司下属的容海电厂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23 万吨；交

易价格按不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发生额为 12000万元。 

4、向集团公司下属的余吾电厂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43 万吨；交

易价格按不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发生额为 23000万元。 

5、向天脊集团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106万吨；交易价格按不低于

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发生额为 70000万元。 

6、向煤基清洁能源公司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177万吨；交易价格

按不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发生额为 80000万元。 

7、向太钢不锈钢公司销售煤炭：预计全年发生量为 72 万吨；交易价格按

不低于同品种煤炭实际市场价确定；预计发生额为 65000万元。 

以上煤炭买卖协议实际结算价格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当全年

实际发生额超出预计发生额并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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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重新提请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并签订补充协议。 

二、液压支架、皮带机采购协议 

我公司及子公司向潞安机械公司采购液压支架、皮带机等综采设备产品，

按不高于第三方的价格确定合同价格。预计 2019年发生额为 35000万元。 

三、综合服务协议 

集团公司向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综合服务项目，服务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变

化及山西省物价局部分定价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而制定。预计 2019 年发生额

57000万元。 

四、供电服务协议 

集团公司向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电力，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准。预计 2019 年

发生额 65000万元。 

五、应付福利费支付协议 

集团公司向我公司职工提供医疗、卫生防疫、幼托等福利服务项目，价格

以双方协议价格为准。预计 2019年发生额 13000 万元。 

六、房屋建筑及井巷维修服务协议 

潞安工程公司为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房屋建筑及井巷维修服务，预计 2019

年发生额为 150000 万元。 

七、材料采购及工程劳务协议 

我公司从华亿实业公司采购材料、加工修理及设备，按不高于第三方的价

格确定合同价格。2019 年预计发生额 38000 万元。 

八、材料采购及修理协议 

我公司从大成工贸公司和漳村恒达公司采购材料及加工修理服务，按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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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三方的价格确定合同价格。2019年预计发生额 59000万元。 

九、工程协议 

石圪节永昌公司向我公司提供工程服务，按不高于第三方的价格确定合同

价格。2019年预计发生额 45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住    所：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 

法定代表人：游浩 

注册资金：419,881.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的生产、销售；住宿、餐饮服务；印刷；游泳。风化煤、

焦炭、建材、化工产品、镀锌铅丝、水泥预制构件、玻璃制品、钢木家具、电

装制品、五金工具、橡胶制品、皮革制品、工艺美术品、服装的生产、销售；

洗、选煤；硅铁冶炼、自备车铁路运输；医疗服务；电子通讯服务；室内外装

潢；家禽养殖；树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润滑油销售；木材经营加工；汽油、

柴油零售；勘察工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勘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

地质调查；气体矿产勘察；设备经营租赁；酒店管理；金属材料及制品、矿石

机矿产品、机电产品、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包装材料、工矿设备及配件、电

线电缆、仪器仪表、照明电器、劳保用品、土产日杂、采掘工具及技术咨询服

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集团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属公司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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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目前，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二）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 

1、基本情况： 

住  所：山西省屯留县北渔泽 

法定代表人：李晓军 

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亿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地

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二级、钢构件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预制商品混凝土专业三级；公路二级钢门、钢窗、木制品制造销售、水

磨石板加工、冷拔丝加工销售、粉煤灰空心砌块、铁冶炼、汽车货运、房地产

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工程公司为我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是与我公司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工程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山西潞安煤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炭经销公司”） 

1、基本情况： 

住  所： 潞城市五里后村东 

法定代表人：高雪明 

注册资金：人民币伍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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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批发经营（省经委批准的发煤站点铁路经销）；民用型煤

销售；生铁、钢锭、钢坯、建材、矿用设备、金属材料、化肥、化工产品、铁

矿石、油脂、橡胶制品销售；焦炭、烟、酒销售；餐饮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煤炭经销公司是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属与

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煤炭经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山西潞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  所： 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 

法定代表人：高保同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仟伍佰玖拾叁万伍仟元整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煤矿及非煤矿机械设备呢、配件加工、修理、销售、租赁及技

术服务；气体、医用氧气生产及销售（仅限分公司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规定需经有关部门审批的持有许可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潞安机械公司是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属与

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潞安机械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五）山西潞安容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容海发电”） 

1、基本情况： 

住  所： 襄垣县夏店镇付村 

法定代表人：师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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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金：人民币贰仟万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煤矸石发电；发电余热供热；钢材建材批发零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荣海发电是集团公司下属的子公司，属与公司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荣海发电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六）山西潞安煤基合成油有限公司（下称“煤基合成油”）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冯永发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拾捌亿陆仟壹佰伍拾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柴油、石脑油、焦油、混合芳烃、石蜡、轻油、LPG、液氢、液

氧、混合醇燃料、硫磺、硫酸、液氨、化肥、尿素、苯、甲苯、二甲苯及其他

煤炭加工和转化产品技术的研究及技术咨询服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煤基合成油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与公

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煤基合成油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七）山西潞安余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余吾热电”）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晋轩 

注册资金：人民币叁亿肆仟零壹拾叁万贰仟伍佰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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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综合利用煤矸石进行发电、供热；建筑材料、钢材的批发零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余吾热电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公司不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余吾热电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八）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脊集团”）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金：627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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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胺、硝基苯、制造工业硝酸；压缩、液化气体；二类汽车维

修；高压电容；第三类低、中压容器的制造；硝酸铵；液体无水氨。硝酸磷肥、

硝酸磷钾肥、硝酸钙、二氧化碳及其他化工产品、水泥及制品、塑料编织袋及

塑料制品的生产及销售；化工技术研究、开发；劳务服务。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化肥批发零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天脊集团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与公司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天脊集团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九）山西潞安华亿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亿实业”） 

1、基本情况： 

住  所：长治市郊区王庄矿区  

法定代表人：张斌武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亿元整 



- 10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矿山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

筑装修装饰、防腐保温、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煤矿主要设备检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煤矿采掘设备、其他机械电器设备（不含品牌汽车）和配

件销售及进出口业务；劳务派遣；经济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凭有效

资质证经营）；园艺、绿化；煤气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不含贵稀有金属）、

金属制品、农产品、苗木批发零售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华亿实业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公司不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华亿实业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下称“日照国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冯瑞波 

注册资金：肆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建材、钢材、矿石、焦炭、生铁、五金制品、日用

百货、棕油、化工产品销售；普通货物进出口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日照国贸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与公司

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日照国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一）煤基清洁能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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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栗进波 

注册资金：53亿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筹建煤基清洁能源项目相关服务（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住

宿服务；食品经营；正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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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煤基清洁能源公司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属与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二）羿神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崔旭芳 

注册资金：2.85 亿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焦炭、焦粉、焦粒、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燃

易爆物品、剧毒品、兴奋剂以及国家专项审批项目除外）的经销；企业管理策

划；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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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羿神能源公司是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

与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3、目前，羿神能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三）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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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注册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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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太钢不锈钢公司是受同一最终控制人（山西

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3、目前，太钢不锈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四）山西潞安大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斌 

注册资金：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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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土产日杂、金属复合网、机电产品、化工产品、

五金交电、矿用物资 、装潢装饰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日用百货、桶装

润滑油、办公用品、花卉的批发零售；有色金属的经销；煤炭销售；普通货物

搬运装卸劳力服务；普通货物仓储；不锈钢管件的销售；支护材料、机械设备

制造、维修及租赁；风筒、高压胶管、单体柱、强力皮带扣、模具、截齿的制

作维修；矿用机械电器设备维修；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餐饮服务；建

筑施工：土建维修；食品生产：直饮水加工生产及销售；乳化油生产、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3、目前，大成工贸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五）长治市潞安漳村恒达工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金旺 

注册资金：2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炭、铁矿石、矿山机械、有色金属、建材、钢材、工程机械

配件、汽车、摩托车配件、百货、五金交电、针纺织品销售;矿山配件制造、修

理;矿用支护产品、钢丝网、标准件、矿灯、矿用灯具、充电器、矿用自救器、

矿用安全仪器、矿灯充电柜制造;预制件、五金工具加工 ;修缮工程;管道安装;

其他印刷品印刷;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房屋、摊位租赁;喷绘;牌匾制作;洗精煤生

产、销售。劳务派遣。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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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漳村恒达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六）山西潞安永昌工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赵国芳 

注册资金：82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

械、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百货、液化气器具、复印纸、锚

杆、锚索、锚固剂、介质粉批发零售;其他印刷品印刷、废钢丝 加工抛丸、矿

山采掘及选矿设备制造及安装维修、普通机械及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制造销售;

机械设备修理;房屋维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苗木、花卉种植销售;园林绿化;

防爆电气产品生产、销售及维修；燃气经营与服务；预包装食品销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受同一控制方控制 

3、目前，潞安永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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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2018年）：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集团公司 24,087,886 5,092,200 17,208,103 117,881 

潞安工程公司 
614,279.83  61,662.02  280,226.53  3,157.19  

煤炭经销公司 
145,574.56  75,247.79 3,763,146.66  3,158.73 

潞安机械公司 
167,992.34  9,629.96  54,051.23  903.00  

容海发电公司 
130,360.95  -46,815.86  22,685.03  -12,987.54  

煤基合成油公司 
694,454.67 -92,680.86  148,558.53  -50,955.83  

余吾热电公司 
126,343.94  -13,652.69  33,131.79  -9,147.02  

天脊煤化工集团公司 
1,330,130.55  328,859.01 764,182.24  1,726.44  

华亿实业公司 
89,003.26  39,091.81 55,495.78  4,019.64  

日照国贸公司 
106,572.42 -46,240.93  2,485,351.31  1,303.53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 
2,825,928.13  785,726.35    -1,456.17  

羿神能源公司 
313,596.38  -2,627.58  261,746.25  14,766.23  

大成工贸公司 
60,384.32  14,156.38  78,509.97  -1,118.62  

漳村恒达公司 
72,289.68  12,798.53  26,469.54  3,003.35  

潞安永昌公司 
39,076.00  -3,828.48  61,008.85  -4,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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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基本的定价原则：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依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执行；无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则适用最可比较的同

类产品的公平市场价格；无公平市场价格的，双方根据成本协商，即按照实际成

本加税费加合理的利润 10%确定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与集团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是因为双方的地

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双方在生活服务、生产辅助等方面

存在着关联交易。 

（二）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关联方未对拟实施的交易进行干预。已发生

的关联交易在签订了相关合同后，是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的。公司通过这些关联交

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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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