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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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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程序，定

价公允，未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

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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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必信先生和程元怀先生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上述议案事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周必信先生和程元怀先生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规范，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行业类

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金

额 

2020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采购煤炭  224,000.00   156,786.18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采购辅助材料  2,220.00   1,164.22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国能泉州 电量替代交易  3,565.00   462.12  电量替代部分兑现 

宁德核电 电量替代交易  10,150.00   5,724.88  电量替代部分兑现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采购辅汽  5,050.00   812.73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电量替代交易  6,585.00   1,858.65  电量替代部分兑现 

小计  251,570.00   166,808.7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务  2,300.00   1,685.81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绿化养护服务  300.00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勘察设计等服务  3,120.00   669.25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建安工程服务  9,050.00   1,015.01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节电改造能源管理  500.00   346.63   

煤质化验及相关服务  230.00   138.24   

劳务外包、租赁等服务  2,720.00   1,344.37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华润电力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600.00   527.28   

信息系统运维等劳务服

务等 
 2,500.00   227.08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小计  21,320.00   5,953.67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销售固体排放物  3,100.00   2,271.83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销售防护口罩等  500.00   213.14   

销售过滤材料  200.00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淡水转供等  30.00   17.88   

福化集团及其子

公司 
供电  200.00   102.96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供汽  810.00   1.98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淡水转供  1,080.00   636.20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石狮热电 供汽  4,900.00   3,332.08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小计  10,820.00   6,576.07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

合服务 
 11,680.00   9,303.35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700.00   469.57   

福化集团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100.00   70.84   

宁德核电 直购电技术服务  400.00   254.72   

石狮热电 燃煤转供  2,370.00   937.31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小计  15,250.00   11,035.79   

合计  298,960.00   190,374.31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0 年预计金额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福能集团财

务公司 

存款业务 ≤400,000  164,645.00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贷款业务 ≤300,000  221,281.14  

委托贷款 ≤300,000     

开具保函 ≤80,000  2,000.00  

开具承兑汇票 ≤50,000     

手续费 ≤500  172.18  

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50,000      

福能融资 

租赁 
风电设备融资租赁  ≤100,000   31,456.36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变化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预计交易情况 2020 年实际交易情况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采购煤炭  238,675.00  66.00  156,786.18  52.68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采购辅助材料  2,270.00  3.92  1,164.22  3.84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国能泉州 电量替代交易  3,565.00   3.27   462.12   9.25  计划结算增加 

宁德核电 电量替代交易 / /  5,724.88   9.25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采购辅汽  9,000.00   100.00   812.73   100.00  
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电量替代交易  10,200.00   9.36  1,858.65   9.25  计划结算增加 

小计  304,710.00    166,808.78    

接受关联

人提供劳

务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

洁服务 
 2,300.00   100.00   1,685.81   100.00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勘察设计等服务  7,970.00  64.04  669.25  4.76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建安工程服务  14,500.00  3.10  1,015.01  0.38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节电改造能源管

理 
 500.00   100.00   346.63   100.00   

煤质化验及相关  230.00   100.00   138.24   100.00   



服务 

劳务外包、租赁

等服务 
 5,780.00  9.43  1,344.37  3.60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华润电力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600.00   75.00   527.28   100.00   

信息系统运维等

劳务服务等 
 2,400.00  3.92  227.08  0.61 实际需求发生变化 

小计  34,280.00    5,953.67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销售固体排放物  3,000.00   100.00   2,271.83   100.00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销售口罩及水刺

制品 
 200.00   66.67   213.14   21.63   

销售过滤材料等  180.00   7.03   -     -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淡水转供等  30.00   2.70   17.88   2.73   

福化集团及其子

公司 
供电  200.00   0.03   102.96   0.01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供汽  900.00   0.75   1.98   0.00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淡水转供  1,080.00   97.30   636.20   97.27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石狮热电 
供汽  4,900.00   4.08   3,332.08   3.33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销售过滤材料等  70.00   0.03     

小计  10,560.00    6,576.07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神华福能及其子

公司 

提供废水处理、

卸煤等综合服务 
 11,680.00   100.00   9,303.35   100.00   

福能集团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600.00   45.25   469.57   17.77   

福化集团及其子

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100.00   7.54   70.84   2.68   

宁德核电 直购电技术服务 / /  254.72   9.64   

石狮热电 燃煤转供  2,370.00   100.00   937.31   100.00  生产经营计划增加 

小计  15,150.00    11,035.79    

合计  364,300.00    190,374.31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预计交易

情况 

2020 年实际交

易情况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福能集团财

务公司 

存款业务  ≤400,000   164,645.00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公司与财

务公司之间的金融服务规模也将进一步

扩大 

贷款业务  ≤400,000   221,281.14  

委托贷款  ≤300,000      

开具保函  ≤80,000   2,000.00  

开具承兑汇票  ≤50,000       

保函、委托贷款、承兑汇票  ≤500   172.18  



等手续费 

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50,000      

福能融资租

赁 
风电设备融资租赁  ≤100,000   31,456.36  海上风电融资规模增加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1.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本；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 1 号；经营范围：对能源、矿产品、

金属矿、非金属矿、建筑、房地产、港口、民爆化工、酒店、旅游、金融(不含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药品、贸易、环境保护、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

电器机械及器材、水泥包装的投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房地产

开发；对外贸易。 

福能集团为公司控股控东，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一款，福

能集团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恒，注册资本：259,299.92505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石狮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 20号，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

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售电业务。 

公司关联自然人任神华福能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神华福能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谟铁，注册资本：7,5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控股），住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东埔新村西 80号，经营范围：供热、供电、

煤渣综合利用。  

公司关联自然人任石狮热电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石狮热电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传栋，注册资本：100 亿港币，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号华润大厦 20层第 2001-2002 室，业务性质：投资、管理、咨询、

金融与贸易。 



华润电力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福能（贵州）发电有限公司 49%股

权，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华润电力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5.福建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注册资本：430,000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控股)，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75 号外贸大厦 32-33层，经营范围：从事

对炼油、化工的投资开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经营。 

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控制福化集团且关联自然人任其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福化集团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国能（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业，注册资本：153,404.8 万人民币，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控股)，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柯厝村，经营范围：供热、火力发电及相

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从事港区内的货物（煤炭）装卸、仓储、销售业务，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公司关联自然人任国能泉州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国能泉州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较强履约能力，不存在因支付款项或违约等对公司可能形成的损失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1.煤炭采购定价 

⑴采购内贸煤定价按对应煤种装船当日当期神华、伊泰集团公布的“下水外购煤年

度长协价格”为结算基准价格，结合煤质、装港服务、长协兑现率等考核情况确定最终

结算价格；⑵采购应急保障煤参照 CCI（汾渭动力煤价格指数）价格体系作为结算基准

价格协商定价；⑶采购进口煤炭，由福能物流代理采购，参照 API8（中国华南地区进

口煤价格指数）等国内进口煤价格指数体系协商定价 。 

2.辅助材料采购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电量替代交易定价原则按政府指导价确定。 

（二）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1.建安工程、勘察设计等服务定价原则按市场公开招投标中标价格确定。 

https://www.qcc.com/firm/1bdf4ba99cf5bf9673a27a9b4433340f.html


2.码头卸煤清舱保洁、煤质化验、劳务外包、租赁、广告宣传等劳务服务定价原则

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节电改造能源合同管理服务定价原则按能源合同管理交易规则协商确定。 

4.直购电交易服务定价原则为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1.销售固体排放物、口罩及水刺制品、过滤材料、供汽、转供淡水等定价原则按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 

2.供电业务定价原则按福建省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确定。 

（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合服务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直购电交易服务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五）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1.公司及权属子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办理各项业务定价原则按： 

⑴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⑵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执行； 

⑶开具保函、办理委托贷款及承兑汇票等手续费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

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 

⑷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 

2.公司与福能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风电设备直租或售后回租业务资金成本按

不高于外部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借助关联方在不同领域的专业优势、管理优势和营销

渠道，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有助于减少公司渠道重复设置，保障公司的原料供

应、质量和成本控制，长远而言有利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公司遵循商业规则，

与上述关联方实施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司业务经营未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未因关

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情

形。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