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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1－039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4 月 25日，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明确同

意独立意见。根据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

的需要，预计公司 2021年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 52,650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的规定，预计公司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9,000.00  2,392.96  7,214.37  

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3,000.00      72.57     2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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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

宝焦化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400.00  10.19  688.90  

青海清河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550.00  44.77  1,029.17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4,100.00  85.67  7,504.10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定价原则  30.00  4.66    

 小计     17,080.00  2,610.82  16,698.68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和

动力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

有限公司  
煤气 市场定价原则  600.00  154.92  1,595.91  

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蒸汽、电 市场定价原则    900.00  206.27  2,103.60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电费 市场定价原则  300.00  32.00  -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电费 市场定价原则  70.00  33.61  98.56  

 小计     1,870.00  426.80  3,798.07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商

品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电力 市场定价原则  150.00  34.51  42.82  

 小计     150.00  34.51  42.8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工

程服务 
市场定价原则  21,500.00  119.55  3,993.08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定价原则  400.00  77.15  96.21  

中平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话费、网费、

信息化运维

费 

市场定价原则  550.00  0.38  321.6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

源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项

目 EPC总承包 
市场定价原则  10,000.00  -    -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工程款 市场定价原则  500.00  

         

-    
7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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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工程款 市场定价原则  200.00  

         

-    
1,134.30  

平顶山平煤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费 市场定价原则  200.00  
         

-    
478.34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款 市场定价原则  200.00  
         

-    
256.28  

 小计     33,550.00  197.08  7,057.72  

总计   52,650.00 3,269.21 27,597.29 

注：2021 年，公司预计与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公司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由于关联人数量众多，金额较小，故公司以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35,267.0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2020年预

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7,504.10  10,000.00  0.11  -0.25  

 2020年04月

21日 巨潮资

讯网 《关于确

认 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及预计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公告》 

（2020-050）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辅料  7,214.37  
      

20,000.00  

      

0.03  

     

-0.64  

青海清河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29.17  5,000.00  0.08  -0.79  

河南平煤神马朝川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等  862.69  4,000.00  0.07  -0.78  

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62.14    0.00    

河南神马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辅料  47.16    0.00    

平顶山市安科支护洗选设备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及

设备、工程

款  

9.58    0.00    

平煤神马集团河南天健日化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3.13    0.0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采购备件  15.1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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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66.92  400.00  0.05  -0.83  

河南开封平煤神马兴化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采购能源  246.68  800.00  

      

0.18  
-0.69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88.90  5,000.00  0.06  -0.86  

 小计    17,950.02  45,200.00  0.58 -0.48  

 向关

联人采

购燃料

和动力  

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蒸汽、电  2,103.60  1,000.00  0.12  1.10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电  231.20  1,500.00  0.01  -0.85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能源  98.56    0.01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能源  1,595.91    0.02    

 小计    4,029.27  2,500.00  0.16   0.25 

 向关

联人销

售产

品、商

品  

河南平煤国能锂电有限公司   石墨产品  425.73    
      

0.09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  0.52    0.00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  37.83    0.01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电  52.04  50.00  0.01  0.04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

限公司  
电 4.99    0.00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废旧物资处

置  
57.55    0.60    

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电  0.26    0.00    

 小计    578.92  50.00  0.71   0.04 

 向关

联人提

供劳务  

河南开封平煤神马兴化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污水处理  5,846.33  10,000.00  0.95  -0.42  

 小计    5,846.33  10,000.00  0.95  -0.42  

 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接收劳务  96.21  400.00  0.07  -0.76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款  777.88  5,000.00  0.01  -0.84  

 河南兴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款及

监理费  
110.3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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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工程款  256.28    0.00    

 平顶山平煤设计院有限公司  
 工程款及

设计费  
478.34  500.00  0.00  -0.04  

 平顶山天水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环境监测

费  
16.08    1.00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款  3,993.08  10,000.00  0.04  -0.60  

 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工程款  1,134.30  3,000.00  0.01  -0.62  

 小计    6,862.55  18,900.00  1.13  -2.86 

总计  35,267.09 76,650.00 3.53 -7.8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对 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系基于谨慎原则依公司日常经营做出的，

在执行过程中，受新冠疫情、生产计划和实际市场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的影响，

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一定差异。公

司 2020 年度与上述关联单位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

差异属于正常情况，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

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襄城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孟国均 

注册资本 23,469.512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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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生产线管理服务；陆地管道运输；

供冷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ad9fe59bbde59d87/1a448f48-0940-4672-8773-00a8befd2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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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成立时间 2012-05-29 

2019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

据(单位：万元) 

总资产 135,767.61 净资产 20,980.29 

主营业务收入 28,265.49 净利润 2,005.55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二）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平煤神马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环路中段卫东区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第十八整层 

法定代表人 孙毅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环保与节能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环保与节能工程设计、施工

及运营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环境治理设备的

研发、成果转让；消防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和机电安装工程施工；钢结构

工程施工；环保节能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环境保护

监测；软件开发；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批发零售：五金交电、钢材、煤炭、

建材材料、机械设备、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仪器仪表、机电设备、计算

机及耗材、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房地产

租赁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设计、生产、销售、

安装;纳米材料研发、制造、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及电子设备销售。 

成立时间 2018-07-16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95,010.71 净资产 35,980.11 

主营业务收入 28,880.65            净利润 1,844.14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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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住所 宝丰县商酒务镇房庄村北 

法定代表人 王军 

注册资本 4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焦炭、硫酸铵、煤焦油、硫磺、粗苯、煤气生产、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3 年 9月 23 日）；原煤洗选；精煤、中煤、煤泥、煤矸石生

产销售；煤炭、钢材销售；国内贸易代理服务。 

成立时间 2009-11-27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387,817.36              净资产 74,137.43 

主营业务收入 282,753.65 净利润     10,275.50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四）青海清河商贸有限公司 

名称 青海清河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创业路 108 号第 11层 1155室 

法定代表人 龚跃鹏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五金建材、矿产品、焦碳、机电设备、机械

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钢材、铁合金、炉料、通讯产品（不含卫星

设备）、橡胶制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纸浆、纸张、汽车（九

座及九座以上）及配件、轮胎、农副产品（不含粮油）、棉纺织品销售；

煤焦油、甲醛、粗苯、甲醇销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企业投资、技术咨询（以上项目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制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肥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以上经营范

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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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时间 2011-06-09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5,624.65  净资产      15,034.04  

主营业务收入      366,730.13  净利润        -299.10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9be9ae8b783e9b98f/0fa6cc08-2004-4df0-a523-b938a37b1d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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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五）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许昌市襄城县湛北乡丁庄村 

法定代表人 蔡前进 

注册资本 77,6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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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炼焦；煤炭洗选；煤炭及制

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05-08-16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496,099.24  净资产     138,890.42  

主营业务收入    1,260,446.38  净利润      36,832.41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六）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号院 

法定代表人 李毛 

注册资本 1,943,209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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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供应；电力、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

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梯安装及维修；

信息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

生产及施工；物业管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

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

销售；住宿、餐饮；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

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化学

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

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

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电

子产品、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

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

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成立时间 2008-12-03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9,840,244.00  净资产   4,299,634.74  

主营业务收入  8,293,424.14  净利润       3,186.10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七）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许昌市襄城县湛北乡丁庄村 

法定代表人 蔡前进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甲醇、氧（液化的）、硫膏、二甲醚、杂醇油、焦油、粗苯、硫酸铵、氢

气生产、销售；焦炭、煤炭、建材、钢材批发零售货场租赁；电力销售，

电力设备安装；工矿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器设备、仪表仪器、电缆、

电缆桥架、阀门及相关配件销售。 

成立时间 2008-01-17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20,067.92  净资产      11,534.73  

主营业务收入      60,934.38  净利润      -9,616.61  

与上市公司的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894a1e5898de8bf9b/c89045ce-4e05-4b14-8d1a-da4f1e8ef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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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八）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开封市禹王台区精细化工产业园区金山路东段路南 

法定代表人 梁贵振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技术的研发；污水处理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成立时间 2016-03-21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6,260.99  净资产      13,345.51  

主营业务收入       6,199.50  净利润       -193.30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九）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名称 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东路 11号院 

法定代表人 王振龙 

注册资本 21,126.25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矿山设备制造,防爆电气，电气产品制造及维修，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

制造；矿用设备、机电设备、钢材批发、零售；工业及民用建筑施工；

防腐保温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施工；送变电工程施工；炉窑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建筑物拆除服务（不含爆破）；机械式停车设备；调度绞车；房屋、场

地、设备租赁；锅炉安装、改造、维修；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环境治理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a281e8b4b5e68caf/b364a662-a61d-4aa4-a420-cb82982c9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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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货物进出口。 

成立时间 1996-08-22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80,164.59  净资产 -12,508.05      

主营业务收入 115,980.73    净利润 -12,985.65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十）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卫东区建设路东段南 4号院（移动公司办公楼西 200米） 

法定代表人 李勤山 

注册资本 297,650.91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建筑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

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隧道工程、消防设

施工程、输变电工程、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

施工劳务；煤炭行业（矿井、选煤厂）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人

防工程）设计；岩土工程勘察、固体矿产勘察、地质钻探；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大型物件运输（一类）；承包境

外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水泥制品制造；铁路

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以

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设备租赁；机械制造、维修；木质防火

门生产销售；冷轧带肋钢筋制造；工程测量；地籍测绘。物资材料、设

备购销；仓库保管；装卸。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

方可经营 

成立时间 1996-08-22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229,353.54  净资产     377,306.58  

主营业务收入    405,155.22  净利润      6,410.29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9d8ee58ba4e5b1b1/e570ae22-13d1-47c6-9493-7268cc391a2b


 

12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十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 叶县新文化路东段叶县产业集聚区服务中心 406室 

法定代表人 梁西正 

注册资本 24,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电站、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余热利用、电动

车充电站、电动车充电桩、电动车充电站车棚等项目的开发、设计、安

装、调试及维护服务；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支架以及相关配电设施

的销售；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及试验；电力工程、通讯工程项目的设

计、施工、调试及维护服务；节能技术推广、开发、咨询服务；储能电

池系统和储能电池系统原材料的研发、设计、组装、技术咨询及服务；

磷酸铁钒锂项目基础能的开发与应用；销售：售电、建材、钢材、硅料、

线切割刃料、树脂（不含易燃溶剂）、焦炭、润滑油、工矿配件、橡胶

制品、日用百货、五金工具、机电设备、电力设备、电子设备、电子仪

器仪表、电料批发、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除外）。 

成立时间 2012-08-15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41,593.35  净资产      22,519.65  

主营业务收入       68,404.75  净利润        586.04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十二）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卫东区东环路中段卫东区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 1903号 

法定代表人 薛留义 

注册资本 3,908.73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6a281e8a5bfe6ada3/db128b64-1fd1-40d4-aa9e-4a4528d14d02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8969be79599e4b989/e18206d0-918e-4234-93bf-77d85f5c73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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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环保与节能工程设计、施工及咨询；环保与节能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消防工程、防腐保温工程和机电安装工程施

工；钢结构工程施工；金属及非金属管道及配件、机电产品、矿用通风安

全产品、机械设备、建材、钢材、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

售；PVC 及 PE 瓦斯抽放管生产、销售；仪器仪表设计、生产、销售、安

装服务。 

成立时间 2003-07-17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40,451.23  净资产       3,110.60  

主营业务收入       20,156.49  净利润         -6.08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十三）平顶山平煤设计院有限公司 

名称 平顶山平煤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中路 7号院 

法定代表人 庞立新 

注册资本 320.7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煤炭及配套工程、建筑及配套工程、化工及配套工程、煤化和炼油及配

套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及配套工程、机械及配套工程、节能减排及配

套工程、新材料制造及配套工程、建筑装饰、建筑幕墙、轻型钢结构、

建筑智能化、照明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的咨询、设计、总承包、科技研

发、技术及管理服务；工程概预算编制及投资效益咨询服务；打字、复

印、装订服务；销售日用百货；环境监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

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房屋租赁；

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发布广告；物资材料、设备购销。 

成立时间 2001-08-16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5,985.26  净资产       3,616.59  

主营业务收入        2,781.74  净利润        253.74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5ba9ee7ab8be696b0/b010a505-0a95-4680-8c99-a21906417643


 

14 
 

（十四）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名称 河南中平川仪电气有限公司 

住所 河南省平顶山高新区青桐街 9号 

法定代表人 闫小关 

注册资本 3,1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和维修：高低压开关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电力电子元器件、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机电设备、自动化设备、

矿灯系列产品、安全帽、铅酸蓄电池、矿灯充电架、有害气体报警装置、

防爆电器、隔爆型 LED 光源巷道灯和机车灯及配件、防爆特殊型电源装

置及配件、矿用塑料制品及配件、LED照明灯具及配件、LED景观灯具、

LED 显示屏、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太阳能光伏支架、光伏接线盒、光伏连

接器、光伏智能汇流箱、光伏逆变器、光伏升压变压器；批发、零售：

仪表仪器、检测设备、计算机硬件、软件、电气设备及配件、橡塑制品，

矿用机械；节能技术推广服务；电气及自动化项目、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城市道路照明及 LED 景观亮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市政设施

管理。 

成立时间 2010-11-08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2,655.86 净资产       3,395.35  

主营业务收入        9,596.00  净利润        149.02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孙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十五）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名称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 平顶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路东段 631号 

法定代表人 王亚平 

注册资本 22,5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碳化硅冶炼、加工、制造；非金属超细微粉加工、销售、检验、检测；

太阳能电站组件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服务；磷酸铁钒锂项

目基础能的开发；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支架以及相关配电设施的销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997abe5b08fe585b3/abb2ae67-f95d-42a1-b016-d895c816cd32
https://www.qixin.com/shareholder/e78e8be4ba9ae5b9b3/12784065-7e90-4aec-aee0-0d70031c2b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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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项目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

服务；销售：建材、钢材、硅料、线切割刃料、树脂、焦炭、润滑油、

工矿配件、橡胶制品、日用百货、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除外）；对外贸易；房屋租赁；生产、销售：

贵金属粉、金属材料、电子浆料（含太阳能导电浆料）。 

成立时间 1996-03-19 

2020年主要财

务数据(单位：

万元) 

总资产     143,307.17 净资产      77,716.21  

主营业务收入        7,515.63  净利润    -18,496.67  

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任公司的下属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具有充分履约能力，经营情况

和财务指标良好，并能按约定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相关的资金结

算均在合理范围内进行。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主

要包括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采购辅助材料及服务。公司遵循平等互利及

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

联交易价格，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范围内，根据实

际经营需要，调剂使用与各关联方的具体交易金额，与各关联方确认具体协议内

容并办理协议签署等事宜，协议内容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

要，交易均遵循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是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2、议案中涉及的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并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

原则独立、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况。 

3、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会持续，交易不会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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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日常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0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预计金额存

在差异的原因是受新冠疫情及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行为。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司预计 2021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产生的，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体现了公平、公

允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对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

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

场规则，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

的业务独立，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事项而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 

七、备查文件 

1、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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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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