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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96       证券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89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

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调整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113,42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4）。 

2.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作出合

理调整，2020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金额由 113,420.00 万元调整为 99,560.00 万元。

其中，向关联人采购设备、配件的关联交易金额调增 800.00 万元，向关联人销

售煤炭的关联交易金额调减 32,000.00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电能的关联交易金额

调增 17,000.00 万元，向关联人销售办公用品、通用工业品、劳保用品、备品备

件等的关联交易金额调减 2,700.00 万元，向关联人提供检修维护等服务的关联交

易金额调减 6,800.00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检修维护、劳务、物业、餐饮等服

务的关联交易金额调增 8,340.00 万元，向关联人购买补偿电量指标的关联交易金

额调增 1,500.00 万元，以上合计调增 27,640.00 万元，调减 41,500.00 万元。 

3.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赵书盈先生、余德忠先生、张勇先生、安汝杰先生回

避了对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4. 本次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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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序号 关联人及交易内容 
原预计 

金额 

调整 

金额 

调整后 

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采购设备、配件 
400.00 800.00 1,200.00 

 
小计 400.00 800.00 1,200.0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2.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销售煤炭 
50,000.00 -32,000.00 18,000.00 

2.1.1 
公司子公司向濮阳豫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销售煤炭 
30,000.00 -18,000.00 1,2000.00 

2.1.2 
公司子公司向郑州豫能热电有限

公司销售煤炭 
10,000.00 -9,000.00 1,000.00 

2.1.3 
公司子公司和其他关联人子公司

销售煤炭 
10,000.00 -5,000.00 5,000.00 

2.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销售粉煤灰、蒸汽等商品 
5,000.00 0.00 5,000.00 

2.3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销售电能 
30,000.00 17,000.00 47,000.00 

2.4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销售办公用品、通用工业品、

劳保用品、备品备件等 

4,000.00 -2,700.00 1,300.00 

 小计 89,000.00 -17,700.00 71,300.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3.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提供检修维护等服务 
8,000.00 -6,800.00 1,200.00 

 小计 8,000.00 -6,800.00 1,200.0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4.1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提供的检修维护、劳务、

物业、餐饮等服务 

4,660.00 8,340.00 13,000.00 

 小计 4,660.00 8,340.00 13,000.00 

向关联人租赁

房屋 

5.1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关联人投资集

团办公楼 
360.00 0 360.00 

 小计 360.00 0 360.00 

接受关联人委

托代为管理其

资产 

6.1 
公司接受关联人投资集团委托代

为管理其资产 
2,000.00 0 2,000.00 

 小计 2,000.00 0 2,000.00 

向关联人购买

电量指标 

7.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9,000 1,500.00 10,500.00 

 小计 9,000 1,500.00 10,500.00 

合计 113,420.00 -13,860.00 99,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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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人介绍 

1.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42485 

法定代表人：刘新勇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 亿元 

成立日期：1991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

械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738,700,684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4.20%，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财政厅。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815.70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13.46 亿元，营业总收入 221.4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36 亿元。 

2. 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濮阳豫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330059101R 

法定代表人：赵书盈  

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中原路东段路北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6,05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承担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及建设后的发电生产经营；发电、售电；

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石膏、灰渣综合利用；热力生产和销售；原材料及燃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新能源开发和经营；电力

设备安装、检修和试验；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租赁，工业废水、污水处理；新

能源汽车充电换电设施建设及运营；循环冷却水、除盐水的生产销售；工业盐销

售；风电、光伏、生物质综合能源服务；储能、智能微电网系统、能源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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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及综合能源管控平台建设、开发和技术服务；节能技术服务；二氧化碳固化经

营。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公司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召开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河南投资集团持有的濮阳豫能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濮阳豫能（未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49.7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58 亿元，营业收入 15.71 亿元，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17,614 万元。 

3. 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豫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MA3X87U148 

法定代表人：赵庆恩 

注册地址：荥阳市贾峪镇祖始村鲁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03 月 23 日 

经营范围：热电技术研发及发电项目运营。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郑州豫能（未经

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49.1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47 亿元，

营业收入 3.7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334.30 万元。 

4.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新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614711149D 

法定代表人：赵庆恩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 1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73,379 万元 

成立日期：1992 年 0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公司所属 5*200MW 燃煤发电供热机组；从事电力、热

力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电力与热力工程的安装、调试、检修、维护；从事

发电机组的承运及检修，发电厂相关技术培训、咨询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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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郑州新力（未经

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9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4.21 亿元，营

业收入 1.67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144.00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款的规定，投资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

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下

的交易，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四）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以下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交易发生时通过市场询价、

比价取得的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或者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交易时以现金

或票据结算。 

1.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配件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简称“中益公

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鹤淇公司”）、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鸭河口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益公司”），

孙公司新乡益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新乡益通”)、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丰鹤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采

购设备维护所需部分轴承、滤芯和密封等配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增 800.00 万元，调整为 1,200.00 万元。 

2.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

“豫煤交易中心”）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濮

阳豫能”）、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简称“郑州豫能”）等子公司销售煤炭。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减 32,000.00 万元，调整为 18,000.00

万元。 

3.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蒸汽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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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鹤淇公司、中益公司及孙公司新乡益通

拟向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等企业销售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灰、蒸汽等商品。

2020 年预计总金额 5,000.00 万元。 

4.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鹤淇公司、

中益公司、丰鹤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造纸板块、城市发展板块等

企业销售电能。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增 17,000 万元，

调整为 47,000.00 万元。 

5.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办公用品、通用工业品、劳保用品、

备品备件等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豫煤交易中心通过“中原 e 购”平台拟

向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濮阳豫能、郑州豫能及其他子公司销售办公用品、通用工

业品、劳保用品、备品备件等。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

减 2,700.00 万元，调整为 1,300.00 万元。 

6.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检修维护等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孙公

司鹤壁威胜力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投资集团下属子公司濮阳豫能、郑州豫能及其他

子公司提供检修维护等服务。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减

6,800.00 万元，调整为 1,200.00 万元。 

7. 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检修维护、劳务、物业、餐饮等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拟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河南天地酒店

有限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餐饮等服务，郑州丰元电力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的

检修维护等服务，河南汇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招聘等服务。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增 8,340.00 万元，调整为 13,000.00

万元。 

8.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为了满足办公需要，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大厦

8-13 层作为办公场所，该交易从 2009 年起，合同每年签订一次，2020 年预计金

额 360.00 万元。 

9. 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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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2010 年 8 月 10 日，投资集团与公司签订了三年期《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投资集团将其拥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

豫能控股管理。协议到期后，经 2013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2013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批准，投资集团与公司继续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新协议约

定：投资集团继续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

豫能控股管理，由豫能控股行使除收益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力，投资集

团按固定 2,000.00 万元/年（含税）向公司支付托管费用。委托期间为 2013 年 8

月 1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期满后，双方对约定内容无异议协议自

动续签，续签期限为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续签不受次数限制。根据该协议约定，

2020 年度，公司继续受托管理投资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

发电企业股权。 

10.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为了增加公司子公司发电收入，提高机组负荷率，提升机组运行经济性，公

司子公司拟按市场化的原则购买郑州新力关停补偿电量指标，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要，2020 年预计总金额调增 1,500.00 万元，调整为 10,500.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配件等原材料 

由投资集团子公司统一为公司子公司采购、储备一定规格、数量的配件，成

本较低。公司子公司可实现零库存，约定产品到货验收合格后付款，有利于成本

控制。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投资集团子公司

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二）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公司子公司利用其集中议价、集中采购的优势，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原煤，

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业务，提高市场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

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原煤具有活跃的销售市场，对投资集团子公

司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三）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蒸汽等商品 

公司子公司将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灰、蒸汽等材料予以销售，有利于企业节

能、利废、环保，提高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

处。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等废料作为建材原料，具有一定的销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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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四）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在基础电量计划缩减的情况下，公司子公司与投资集团子公司开展大用户直

供电交易符合河南省电力直接交易相关政策，有利于弥补企业计划电量不足，最

大限度发挥设备生产能力，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办公用品、通用工业品、劳保用品、

备品备件等 

公司子公司打造“中原 e 购”平台，实现办公用品、通用工业品、劳保用品、

备品备件等网上集中采购，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采购服务，可拓展业务，有效

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

性。 

（六）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检修维护等服务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检修维护等服务，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

展业务，可有效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

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七）公司子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检修维护、劳务、物业、餐饮等

服务 

公司子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检修维护、劳务、物业、餐饮等服务，

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八）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本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的经营需要。 

（九）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按照投资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本公司受托管理投资

集团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可尽量避免或减少双方之间的同业竞争。该交易每年

为本公司带来 2,000.00 万元托管收入，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其他影响。不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十）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公司子公司购买关停机组补偿电量指标，可提高子公司的负荷率和发电业务

收入，机组运行经济性相应得到提升，将对本公司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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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投资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公司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表示事

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进行合理调整，

符合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对本次调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公允性无异议，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金额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