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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主持人通报股东到会情况，并宣布会议开始。 

一、会议审议议题： 

1、关于为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关于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4、关于与关联方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保的议案。 

二、主持人宣读大会表决办法，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三、主持人宣读会议表决结果。 

四、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 

五、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六、出席会议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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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

题共 4 项，均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4 项议题均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具体表决办法如下： 

一、本次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

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方式表决。（1）现场会议

由股东或授权代表出席并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2）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即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表决以公司制作的表决票为准。股东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通过现场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两种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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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9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2020 年 9 月 9

日）的 9:15-15:00。 

五、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大会主持人组织。大会设监票人三名、

计票人三名，由大会表决同意后开展工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表决

后，由计票人做现场统计，负责计算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并提交监票

人，监票人确认无误后，将现场会议表决结果上传至上交所信息公司，

由信息公司汇总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果。收到信息公司反馈给公司

最终表决结果后，由监票人将最终表决结果提交大会主持人，由大会

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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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 

 

监票人、计票人建议名单如下： 

监票人：翟正义   崔  军   郝恩磊 

计票人：李延龙   王  娜   崔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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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为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各位股东：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霍州煤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州煤电”）于2017年9月1日签订互保协

议，互保金额总计15亿元，期限三年。截至目前，公司为霍州煤电提

供担保13.6亿元，霍州煤电为本公司提供担保11.5亿元。现霍州煤电

在光大银行临汾分行的10亿元综合授信业务已到期，霍州煤电拟继续

申请该笔综合授信业务，提请本公司继续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次霍州煤电为保障生产经营资金正常周转，拟向光大银行临汾

分行申请10亿元综合授信业务，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借款、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等业务，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20%，

期限1年。霍州煤电希望本公司根据互保协议为其本笔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根据公司与霍州煤电签订的《互保协议》，本公司拟为霍州煤电

向光大银行临汾分行申请10亿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

保生效后，公司累计为霍州煤电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3.6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鼓楼东街 1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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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2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44.02 亿元 

法定代表人：戎生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及销售；发电供电；汽车修理；汽车

运输；煤矿技术开发与服务；煤层气开发利用；自建铁路、公路的维

修；工矿物资的销售；水、电、暖线路检修维护；金属材料加工；设

备租赁，房屋租赁；煤矿机电设备配件制造等。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霍州煤电资产总额 74,423,812,958.40

元、负债总额 62,198,176,381.84 元、净资产 12,225,636,576.56 元、

资产负债率 83.57%；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921,986,073.31 元、

净利润 161,463,433 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霍州煤电资产总额 79,667,359,219.22

元、负债总额 67,384,209,792.01 元、净资产 12,283,149,427.21 元、

资产负债率 84.58%；实现营业收入 6,062,888,042.97 元、净利润

74,037,352.51元。 

（三）关联关系和互保对方的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霍州煤电是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

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8.8%；本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

司是山西焦煤的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山西焦煤，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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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担保主要内容：霍州煤电为保证生产经营资金正常周转，

拟向光大银行临汾分行申请10亿元综合授信业务，融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业务，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基准利

率上浮不超过20%。霍州煤电希望本公司根据互保协议为其本笔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公司与霍州煤电签订的《互保协议》，本公司

拟为霍州煤电本笔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没有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按照公司和霍州煤电签署的《互保协议》，同意在三

年期限内双方互相担保15亿元。截止2020年3月31日，霍州煤电的资产

负债率为84.58%，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本次为其提供担保符合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14% 

 

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58.8% 

 
100%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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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目前的生产经营环境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确信被担保

人具备充分的偿还债务能力。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霍州煤电提供担保，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和

双方签署的《互保协议》，公司为霍州煤电提供担保的同时，该公司也

为本公司续贷或新增贷款提供担保。公司和霍州煤电的互保业务能促

进双方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长远发展，增强融资能力，提高办理贷

款效率，确保资金高效循环，符合双方目前的生产经营环境和长期发

展战略，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7.1 亿元，其中：为控股子公

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5 亿元；为霍州煤

电提供担保 13.6 亿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75%和 3.43%，无逾期担

保情况。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 2020年 6月 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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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增加了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具

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稳定公司产品销售渠道，保障日常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公

司拟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向关联方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炭贸易公司”）销售焦炭产品 10-15 万吨，

拟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3 亿元，增加后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为 47.05—83.58 亿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卫东 

主营业务：煤炭、煤制品、焦炭、钢材的销售与市场信息服务；

冶金炉料、辅助原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焦化设备、建材（除

木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不含小轿

车）及配件、装潢材料、土产日杂、服装、纺织品、工艺美术品、农

副产品（除专控品）的销售；企业营销策划、煤焦新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与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

或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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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焦炭贸易公司总资产69,089.56万元、净资

产3,809.05万元、营业收入5,771.73万元、净利润-1,687.24万元。 

（二）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为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

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因

此公司与山西省焦炭集团经销贸易有限公司的焦炭销售业务构成关联

交易。 

三、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公司向焦炭贸易公司销售焦炭10-15万吨，拟增加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 2-3亿元，本次增加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由45.05—80.58亿元调整为47.05—83.58亿元。 

2020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 

本次新增 增加后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 项目 预计增加金额 

45.05—80.58亿元 
销售焦炭 

10-15万吨 
2-3亿元 47.05—83.58 亿元 

四、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焦炭贸易公司的焦炭销售业务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

格，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结合市场情况制定。目前公司与

贸易公司签订了相关购销合同，对发货单位、数量、供货时间、质量

要求、验收标准、结算方式、商务纠纷等给予详细规定，明确了双方

权利、责任和义务。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能够稳定公司产品销售渠道，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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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各自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符合公司所处行

业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属于正常的经营活动，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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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申请

综合授信敞口不超过2.4亿元，由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山西焦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以部分固定资产向山西焦

煤提供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4

亿元，其中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国内信用证等业务，总业务敞口不超过2.4亿元，该笔业务由山西焦煤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山西焦煤要求，本公司需以部分固定资产向

其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注册资本：10,623,229,900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

械修造；批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外）；

道路货物运输；汽车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等。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山西焦煤资产总额 33,953,873.0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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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24,990,958.60 万元、净资产 8,962,914.47 万元、资产负债

率 73.60%%；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047,263.35 万元、净利润

345,044.19万元。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山西焦煤资产总额 35,229,634.62万元、

负债总额 26,282,321.53 万元、净资产 8,947,313.09 万元、资产负债

率 74.60%；实现营业收入 3,777,447.02万元、净利润 48,736.43万元。 

（三）关联关系和互保对方的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山西焦煤通过全资子公司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山

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122,395,733 股，占

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56.95%，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2、股权结构图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14% 

 

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54.40% 

 

100%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0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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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反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汾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4亿元，其中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

票、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等业务，总业务敞口不超过2.4亿

元，该笔业务由山西焦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根据山西焦煤要求，本

公司需以部分固定资产向其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山西焦煤提供反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和实

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筹措，同意公司向山西焦煤提供反

担保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山西焦煤提供反担保符合双方的实际

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向山西焦煤提供反担保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对外担保（包括反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次提供反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含反担保）总额为19.5亿元，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5

亿元；为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13.6亿元；为山西焦煤

提供反担保2.4亿元。公司对外担保（含反担保）总额、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11%和3.43%，

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为山西焦煤提供反担保事项经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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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与关联方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互保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高融资能力和效率，经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批复同意，公司与关联方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州煤电”）于 2017 年建立

互保关系，期限 3 年，目前互保协议即将到期，经双方协商，拟继续

予以互保，具体情况如下：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为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确保在融资方面得到更好的发

展，本着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本公司拟与霍州煤电建立互保

关系，互保金额为 15 亿元，期限 3年。在担保实施方面，采用一笔一

签方式，依据具体签订的保证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

具体保证金额以银行核定的担保额为准。 

二、互保对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霍州市鼓楼东街 188号 

成立日期：1992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44.02 亿元 

法定代表人：戎生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加工及销售；发电供电；汽车修理；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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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煤矿技术开发与服务；煤层气开发利用；自建铁路、公路的维

修；工矿物资的销售；水、电、暖线路检修维护；金属材料加工；设

备租赁，房屋租赁；煤矿机电设备配件制造等。 

（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霍州煤电资产总额 74,423,812,958.40

元、负债总额 62,198,176,381.84 元、净资产 12,225,636,576.56 元、

资产负债率 83.57%；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921,986,073.31 元、

净利润 161,463,433 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霍州煤电资产总额 79,667,359,219.22

元、负债总额 67,384,209,792.01 元、净资产 12,283,149,427.21 元、

资产负债率 84.58%；实现营业收入 6,062,888,042.97 元、净利润

74,037,352.51元。 

（三）关联关系和互保对方的股权结构图 

1、关联关系 

霍州煤电是山西焦煤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58.8%；本公司控股

股东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山西焦煤的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山西焦煤，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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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互保主体 

本次互保仅限于甲乙双方用于生产经营的融资担保，不得用于为

下属各子分公司的融资担保。 

2、互保金额 

互保贷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壹拾伍亿元整），在此

额度内可一次或分次使用。 

3、担保方式 

担保方式为保证人向贷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互保原则 

双方应坚持基本平衡、责任对等的互保原则；在担保实施方面，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 

 

51.14% 

 

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58.8% 

 

100%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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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笔一签的方式，依据具体签订的保证合同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

责任的依据，互保协议不作为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的依据；具体

保证金额方面以银行核定的担保额为准。 

5、互保期限 

协议有效期限为三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在此期间双方申

请担保贷款的金额、币种、期限、违约责任、争议处理，以实际与金

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内容为准。 

6、互保范围 

双方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贷款；双方向金

融机构申请的项目贷款、基本建设贷款；经双方共同协商书面同意，

互为担保的其他贷款。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互保是为了满足双方日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

的需要，有利于互保双方的持续经营，本次互保对方为关联方霍州煤

电，其生产经营稳定，具有一定的偿债能力，本次互保符合双方目前

的生产经营环境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互保符合国家政策和双方目前的生产经营环

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互保公平合理，

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关联互

保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互保后，公司对外担保（含反担保）总额为 19.5亿元，其中：

为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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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13.6 亿元；为山西焦煤提供反

担保 2.4 亿元。公司对外担保（含反担保）总额、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11%和 3.43%，无

逾期担保情况。 

本议案经公司 2020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将在决议范围内签署

互保协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