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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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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的业务往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及

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21年 4 月 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

表决。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及执行情况 

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共计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2,460.51 万元，比 2020

年年初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少 2,260.4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人 交易类型 预计发生

交易 

实际发生

交易 

预 计 与 实

际的差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河南蓝天中

油洁能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50 972.83 -622.83 公司还未在上交所

上市，未按照关联交

易进行预计 

出租土地 11 40.74 -29.74 

小计 361 1013.57 -652.57 

蓝天集团 租赁房产 8 7.62 0.38  

小计 8 7.62 0.38 

蓝天能源 租赁房产 12 12 0  

小计 12 12 0 

河南蓝天茶

业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00 134.53 165.47  

商业消费 30 0 30 

小计 330 134.53 195.47 

驻马店市中

原大酒店有

限公司 

商业消费 120 50.79 69.21  

销售天然气 50 34.38 15.62 

租赁房产 120 123.45 -3.45 

小计 290 208.62 81.38 

河南蓝天置

业有限公司 

安装服务 
713 263.15 449.85  

小计 
713 263.15 449.85 

郑州航空港

兴港燃气有

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和代输天然

气 

2000 808.33 1191.67 

 

小计 2000 808.33 1191.67 

河南萱缘实

业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 0 5  

小计 5 0 5 

驻马店天然

气储运有限

公司 

关联销售 1000 0 1000 2020 年由于疫情影

响，公司与驻马店天

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之间连通的管道尚

未铺设完成 

小计 

1000 0 1000 

驻马店中油

销售有限公

司 

表具检测 2 0 2  

小计 
2 0 2 

洛阳春泽燃

气设备有限

采购天然气 0 12.69 12.69 为了缓解气源紧张，

保障居民供气需求，小计 0 12.69 12.69 



公司 临时购气 

合计 4721 2460.51 2260.49  

 

注：由于 2020 年公司未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公司在 2020 年 2 月将持有的

中油洁能的股权全部转出，转出后，公司在审议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时候未将此

笔交易列为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6，此笔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故超出预计。 

（三）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 2021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 8161万元，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型 2021 年

预计金

额 

2020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与实

际的差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河南蓝天中油洁能科

技有限公司 
关联销售 350 972.83 -622.83 

关联关系终

止 

出租土地 11 40.74 -29.74  

蓝天集团 租赁房产 8 7.62 0.38  

蓝天能源 租赁房产 12 12 0  

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300 134.53 165.47  

商业消费 30 0 30  

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

有限公司 
商业消费 120 50.79 69.21  

关联销售 50 34.38 15.62  

租赁房产 200 123.45 76.55 
公司预计新

增租赁房产 

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

司 
安装服务 260 263.15 -3.15 

 

郑州航空港兴港燃气

有限公司 
关联销售

和代输 

5800 808.33 4991.67 

预计 2021 年

度业务量增

加 



驻马店天然气储运有

限公司 
关联销售 1000 0 1000 

 

洛阳春泽燃气设备有

限公司 
关联销售 20 12.69 7.31 

 

合计  8161 2460.51 5700.49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根据上年实际发生情况及公司对 2021 年生产经营

的预测，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且超过本次预计的范围，公司将及时按照规

定进行审议并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河南蓝天中油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6609032991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LNG汽车加气站及加气站的投资和经营，LNG的销售，氧气、瓶

装液化石油气、丁烷、丙烷、二甲醚、烷基化油与燃气销售（限分支机构经

营）；液化石油气钢瓶检验；天然气管道施工与安装；燃气技术咨询；清洁能

源 开发利用；CNG汽车加气站及加油加气站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中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扶廷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12645579J 

注册资本：11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化工、矿业、房地产业的投资；建材、钢材、

甲醇、乙二醇、乙醇、冰醋酸、醋酸乙酯、二甲苯、异辛烷、甲基叔丁基醚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不动产租赁；商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河南蓝天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河南蓝天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175901476T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电业、化工业、燃气业、新能源业、服务业及与能源相关的

其他产业的项目投资；企业自有房屋和土地租赁；商务咨询服务和企业管理咨

询。 

主要股东：李新华等自然人 

4、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5007474018223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种植业；养殖业（除水产）；茶叶加工及销售；住宿、餐饮

（限分支机构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和企业所需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茶油林木种植及销售；非自产茶类（七大

茶类、花卉茶、冲泡饮品）、茶食品、茶具及茶衍生品、酒类、粮油类、饮料

类的购销。 

主要股东：河南中原气化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5、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729621557U 

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住宿；饮食；文化用品的零售；酒店管理服务；企业自有房屋



和土地租赁。 

主要股东：河南中原气化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6、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6987159551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主要股东：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7、郑州航空港兴港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向焕荣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3XFG323C 

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仓储建设；城市燃气工程设计及施工；燃气设备的

销售与售后；燃气设施的维护；汽车加气站的建设；天然气汽车改装相关技术

服务与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郑州航空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发展燃气有限

公司 

8、河南萱缘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长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3XB0UF64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环保工程

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林古建筑设计、施工；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开

发；苗木、花卉种植销售。 

主要股东：李长江 



9、驻马店市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泽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MA45Y2DF5B 

注册资本：9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城镇燃气发展规划与应急保障；燃气使用；燃气设施保护；燃

气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理及相关管理活动（以上范围内燃气均不作为工业生产原

料使用）。 

主要股东：河南省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农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驻马店中油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红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700725801761J 

注册资本：20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车用乙醇汽油、煤油、柴油、甲醇、石脑油批发；乙二醇、燃

料油、导热油、变压器油购销；乙醇、冰醋酸、醋酸乙酯、二甲苯、异辛烷、

甲基叔丁基醚无仓储批发；仓储及租赁；石油沥青购销。 

主要股东：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11、洛阳春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孙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2098591485A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天然气设备的销售；燃气汽车加气；天然气供应。 

主要股东：洛阳天利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二）关联关系 

1、2020年2月28日，公司将持有中油洁能50%股权转让给中油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同时公司董事向焕荣不再任中油洁能董事。根据《股票交易规则》

10.1.6（二）的规定，2021年2月28日前中油洁能仍为公司的关联方。 



2、河南蓝天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3、河南蓝天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蓝天集团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新华控制的企业。 

4、蓝天集团董事李建任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5、蓝天投资董事王儒任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 

6、河南蓝天置业有限公司为蓝天集团控制的公司。 

7、司董事向焕荣任郑州航空港兴港燃气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8、2019年12月5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新华的姐姐李效萱将持有河南萱缘

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出，同时不再任该公司的任何职务。根据《股票交易规

则》10.1.6（二）的规定，该公司2020年12月5日前仍是公司的关联方。 

9、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任驻马店市天然气储运有限公司董事。 

10、驻马店中油销售有限公司为蓝天集团控制的公司。 

11、洛阳春泽燃气设备有限公司为李万斌控制的企业。李万斌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李新华为叔侄关系，处于谨慎性考虑，将李万斌视同公司关联方披露。 

（三）上述各关联方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

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向相关关联方出售天然气，相关关联方均及时履行支

付义务，不存在逾期不能支付货款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是根据主管部门规定或市场定价执

行，同时考虑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

定价。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决定与各关联方就经常性

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议的具体时间，以确保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的合作是

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

营服务，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和采购成本，同时获取公允收益，有利于公司日

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2、交易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严格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或市场定价执行，同时



考虑到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3、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蓝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