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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出资设立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投资概述 

1、按照甘肃省政府统一部署，为充分利用省内能源通道和综合能源基地建

设优势，整合区域资源，由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化集

团”）发起设立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中心”，最终以工商

核准名称为准）。公司已与能化集团等单位签订了《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出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能化集团出资 2800 万元，占交易中心注册资本的

28%，为交易中心控股股东；其余 18家股东合计出资 7200 万元，占交易中心注

册资本的 72%。其中本公司出资 600 万元，占交易中心注册资本的 6%。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3、能化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系公

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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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董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出资设立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董事杨先春、苟小弟、高小明、陈虎、高宏杰、刘

永翀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

董事意见。 

二、其他出资人基本情况 

1、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48HK51R 

法定代表人 李俊明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17年 7 月 27 日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 122 号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勘查、开发煤炭等资 源

性产品；开发其他矿产能源；进行煤炭、电力、热力、 物

流、煤化工、天然气化工、建筑安装、工矿设备等行 业

领域的投资、管理、运营；规划、组织、协调、管理 集

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 开

发由省政府批准或委托的开发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

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能化集团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如下图： 

 

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经甘肃省政府批准，于 2017 年 7 月成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持有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窑街煤电集团有

限公司 75.38%股权、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主要承担

省属煤炭企业战略管理、财务控制、市场营销、安全监察等工作，肩负省属煤炭

企业资产重组、投资融资、资本运作、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职能，产业主要涉

及煤炭电力、化工化肥、基建施工、装备制造、勘查设计、商贸物流、现代服务

等领域。 

（1）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能化集团资产总额 3,488,177 万元，净资产

1,854,958 万元，实现营业总收入 805,556 万元，净利润 44,950 万元。 

（2）能化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 46.42%）100%股权，同时，持有公司股东甘肃省煤炭资源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92%）51%股权，间接持有公司 50.34%股权。除此之外，

能化集团与公司其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能化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窑街煤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224552058P 

法定代表人 张炳忠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2001-12-30 

注册资本 182,602.62 万元 

注册地址 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 

 

 

 

经营范围 

煤炭生产及销售；火力发电；建筑材料、有色金属（不含贵

金属）、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品种）、农副产品（不

含粮食）的批发零售；自营铁路运输；房地产开发（凭资质

证限公司经营）；机械设备的维修及租赁；种植养殖（不含

种畜禽）；住宿、餐饮；电视广告业务经营；技术开发培训；

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装卸；水泥销售；硅铁

销售；机动车维修，救援服务，物流服务（仓储服务、过磅

服务、场地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窑街煤电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如下图： 

 

 

 

 

 

 

 

 

窑街煤电始建于 1958 年，是甘肃省煤电化冶建一体化大型煤炭企业，原为

煤炭部所属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之一窑街矿务局，2001 年 9 月实施股份制改制，

更名为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交易中心设立，窑街煤电出资 600 万元，占交易

中心注册资本的 6%。 

（1）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窑街煤电资产总额 714,628 万元，净资产

155,361 万元，实现营业总收入 277,320 万元，净利润 26,240 万元。 

（2）窑街煤电为能化集团控股子公司，持股 75.38%，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窑街煤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其他出资人情况 

序

号 出资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出资金

额 

（万元） 

占注册资

本的比例
（%） 

1 兰州新能化供应链有限公司 
91620100MA721CHT56 李红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 S625 号路以
南 5 号 13 号楼 6层 606 室 

800 8 

2 中储南京智慧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 

91320106302543991B 戴庆富 南京市鼓楼区河路道 1号 700 7 

3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916202002246412029 陈得信 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十二号 600 6 

4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9162000022433064XN 蒲培文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 69 号 600 6 

5 甘肃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91620000316107955A 樊亚娟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1116 

600 6 



6 中煤西部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91620000MA7491EB41 张玉新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55 号
甘肃金融国际大厦 26楼 2601 房 

600 6 

7 白银安力达工贸有限公司 
916204030575570101 李世宏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乐雅路花苑二期
D8号 

400 4 

8 甘肃德源盛达商贸有限公司 

 
91620403MA74EPBH75 李治锋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西路南街十

字路口东侧一 1层 
400 4 

9 中煤协联合认证（北京）中心 
91110105748143781F 赵志林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 39 号楼 5层 501

室 
300 3 

10 新疆力泓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9165220158477667XT 裴涵涛 新疆哈密地区哈密市前进东路 330 号 200 2 

11 武威市型形煤化有限责任公

司 
91620602686069079C 王世保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金太阳新能源高

新技术集中区丰乐镇空星墩滩 
200 2 

12 陇南市宁远商贸有限公司 91621200053117659P 张坤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庭院 10号楼 200 2 

13 新疆煤基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91652222076079288N 青树梅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红山农场产业聚

集区育才路综合服务楼 
100 1 

14 甘肃宁南能源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 
91621026595534887W 吴疆 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新庄镇米家沟村 100 1 

15 甘肃茜妮娅实业有限公司 
91620000MA74657M49 何苹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北区农

贸市场 2-128 室 
100 1 

16 兰州热力粉体燃料有限公司 916201043160866132 蔡林翰 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新冶路 212 号 100 1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 

公司名称 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公司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 388 号 

 

 

 

 

经营范围 

煤炭交易市场的开发与建设；大宗物资电子交易平台和电子商务的开发、

组建、应用；大宗物资交易；现代物流服务，煤炭代购代销和储运配送业

务，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代理铁路、海运运输服务；各类业务信息咨

询、中介及大数据服务、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智慧仓储服务（违禁品、

危险品除外）；供应链金融服务；煤炭、焦炭、煤制品、矿产品、煤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钢材、建材等大宗物资的经营和进出口贸

易、检测检验服务；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电子商务、酒店服务、烟

酒百货、会议展览、房屋租赁、劳务输出、广告设计制作和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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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基本情况 

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按照甘肃省政府统一部署，充分利用省内能源

通道和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优势，整合区域资源，由能化集团等 19 家单位共同出

资 10000 万元组建设立。 



交易中心平台主要由门户网站、挂牌交易系统、直供大客户中长期合同系统、

集采交易系统、竞价交易系统、供应链金融系统、物流运力交易系统、仓储管理

系统、大数据信息平台、“甘肃煤炭价格指数”等 12 个功能系统组成，满足政府、

交易会员、金融机构、战略合作伙伴等产业生态圈各方的有关政策、产品、服务、

资金相互匹配、风险防控、运行反馈、调整优化的需求。 

3、交易中心盈利预测 

交易中心目前处于筹资设立阶段，尚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其设立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市场环境以及甘肃省政府、相关企业及市场发展的客观需求。根据招

股说明书，项目总投资为 7332 万元，其中资产投资 7055 万元，流动资金 277

万元。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十年服务收入可达 40505 万元，经营成本 24275

万元，利润总额 15938 万元，净利润 11953 万元，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3.9％，

内部收益率 11%，静态投资回收期 7.7 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煤炭交易中心建设的主发起人，已完成

项目建设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并在接洽约定基础上，初步确定了股比配置方案。

根据《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招股说明书》，公司拟出资600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6%。 

五、出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交易中心签订了《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资协议》，协议主

要内容摘要如下： 

1、公司出资人：甘肃能源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等 19家单位。 

2、公司经营宗旨：以出资人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举，合理发挥各出资人的优势，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3、出资时间：公司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各出资人按协

议约定将货币资金足额汇入公司设立的账户。 

4、公司经营期限：公司经营期限为 30 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5、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权利：出资人按投入的资本额占公司注册资本额的比例享有所有者的

资产权益；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出资人可以优先认

缴出资；出资人可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转让其在公司的出资；出资人

有权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和故意或过失损害公

司利益的出资人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交易中心平台功能有优先使用权。 

（2）义务：出资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出

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出资人在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出资人

应遵守《公司章程》；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6、违约责任：出资人中的一方或几方没有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数额、方式、

时间足额出资、造成公司设立迟延、设立不能或设立后无法正常经营的即构成违

约。作为该违约的出资人应按公司拟注册资本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因给

守约的出资人或拟设立的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对守约方和拟设立的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守约方有权单独或同时要求违约股东继续履行其出资义务或解除本协议。 

如出现多方违约，则根据各方实际过错情况及出资比例对他方或拟设立的公

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 

如违约方不能履行出资义务时，届时由守约方另行签定出资协议。 

7、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 

（1）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出资人组成，出资人对公司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经营决策等出资人权益，为公司的权力机构。 

（2）董事会。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 

（3）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成员组成。 

（4）经理层。根据公司需要设总经理 1人（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董事

会聘任。副总经理 2人，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设财务总监 1 名（由能化

集团推荐） 



六、参与出资情况 

公司将根据出资协议约定以及交易中心设立进度履行出资义务，出资额 600

万元。 

七、本次参与出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参与出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渠道筹措。 

八、本次投资的风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风险 

由于参与出资企业尚处于筹备期，面临政策风险、宏观经济或行业环境发生

变化、项目运营风险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以及经营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

收益的风险。 

公司将及时关注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运作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

风险，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2、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导向和煤炭工业发展需要 

甘肃煤炭交易中心设立符合国家能源产业煤炭绿色生产、清洁高效利用政策

导向和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创新甘肃省内煤炭供应链金融和煤炭

交易模式，整合区域资源，实现上下游产业链深度融合，缓解煤炭供需矛盾，提

高煤炭保供能力，促进省内煤炭保供、稳价、促增长，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2）有利于拓宽公司煤炭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作为出资人之一，甘肃煤炭交易中心建成后，公司能更方便掌握和利用交易

中心交易、金融、物流、仓储、分析、信息等功能，加快推进公司机制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其多功能系统协同联动的煤炭产品线上交易

运行方式有利于增大公司煤炭销售半径和范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煤炭上

下游产业健康发展。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初步统计，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日，公司与能化集团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总额为 0 万元。公司与窑街煤电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0 万元。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甘肃煤炭交易中心的设立符合国家能源产业政

策导向和煤炭工业发展需要，能够促进省内煤炭保供、稳价、促增长，有利于拓

宽公司煤炭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我们对该关联投资情况进行了事前核

实，认为该关联投资确是公司长远发展必需事项，公司以实际情况参与投资，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我们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出资设立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

9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通过了该议案。公司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关联投资有利于公司长远健康发展，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实际；该关联交易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该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甘肃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