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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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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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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

事一致表决通过此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

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由非关联股东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

展，交易定价公平合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关联人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等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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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金桥财

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保险费 1,177.05 1,160.9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福建中闽建

发物业有限

公司 

物业安保费等 41.80 45.30 
2020年度预计数不含年末物业人员

奖金 

合计 1,218.85 1,206.21  

2、关联受托管理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受托管理 

福建省投资

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福建莆田闽投

海上风电有限

公司托管费 

\ 429.98  

合计 \ 429.98  

3、关联租赁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租入 

福建省投资

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房屋租赁 75.04 64.50  

租入 

平潭综合实

验区城市投

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20.00 10.77 
合同签订年租金 20 万元，考虑免租

期后本年实际入账 10.77 万元。 

合计 95.04 75.27  



 

4、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金融业务 

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清洁发
展基金贷款：支付
资金占用费 

915.00 820.96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新开发
银行贷款：新增借
款 

119,622.00 65,089.88 

中闽海电本年因疫情影响，
工程进度延期，工程款未达
支付条件，故新开发银行提
款相应延后。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新开发
银行贷款：支付利
息 

4,500.00 2,471.70 
新开发银行当年提款减少，
利息支付相应减少 

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存款业务 

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
币 55,000.00
万元 

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
币 51,360.08
万元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与关联人购销商品、接受劳务等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1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商品 

海峡金桥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保险费 1,865.25 1,160.91 
2021 年度新增投产项目运

营险增加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福建中闽

建发物业

有限公司 

物业安保费、车辆

驾驶服务费等 
127.66 45.30 

2021 年度增加车辆驾驶服

务 

合计 1,992.91 1,206.21  

2、关联受托管理交易等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1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受托管理 

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福

建莆田闽

投海上风

电有限公

司 

福建莆田闽投海

上风电有限公司

托管费 

2,045.19 429.98 

闽投海电托管事项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故 2020 年非

完整托管年度；2021 年闽

投海电托管项目陆续投产，

分摊的成本费用增加且

2021 年为完整托管年度。 

合计 2,045.19 429.98  



 

3、关联租赁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1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租入 

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房屋租赁 70.11 64.50  

租入 

平潭综合

实验区城

市投资建

设集团有

限公司 

房屋租赁 20.00 10.77  

合计 90.11 75.27  

4、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2021 年度预计金额与 2020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金融业务 

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清洁发

展基金贷款：支付

资金占用费 

530.67 820.96 
2021年贷款余额较 2020年

减少，利息支出相应减少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新开发

银行贷款：新增借

款 

51,406.03 65,089.88 
根据项目实际用款需求提

取贷款 

中闽海电取得福

建投资集团统借

统贷借款-新开发

银行贷款：支付利

息 

6,429.36 2,471.70 
2021年贷款余额较 2020年

增加，利息支出相应增加 

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存款业务 

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

币 55,000.00

万元 

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

币 51,360.08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正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铁路运输等行业或项目的投资、



 

开发；对银行、证券、信托、担保、创业投资以及省政府确定的省内重点产业等

行业的投资；对农业、林业、酒店业、采矿业的投资； 房地产开发；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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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169号天骜大厦 14 层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9月 30日，总资产 13,468,301 万

元，净资产 5,626,350 万元；2020 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86,461 万元，净

利润 196,236万元。 

（2）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启仁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3,97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对市政、水务、医疗、教育、民生等领域重点项目投资开发建设

和运营；从事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

及相关咨询服务，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

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

现代建筑业（建筑产业化基地、建筑全产业链）；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房地

产开发经营；仓储业（不含危化品）；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均

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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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 5号楼 16层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429,748.79 万元，净资

产 1,316,363.62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8,364.13万元，净利润 5,706.16

万元。 

（3）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方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机动车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

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特殊风险除外）；责任保险；船舶/货运保



 

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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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福建省福州马尾区湖里路 27号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服务大厅二楼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98,260万元，

净资产 108,262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9,678万元，净利润-8,643万元。 

（4）福建中闽建发物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仲守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设备租赁；房产居间服务；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

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劳务派遣（不含涉外业务）；汽车租赁（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餐

饮管理（不含餐饮经营）；其他未列明餐饮服务（不含国境口岸）； 正餐服务（不

含国境口岸）；快餐服务（不含国境口岸）；小吃服务（不含国境口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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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中闽大厦 C 座 303单元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532万元，

净资产 857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49 万元，净利润 301 万元。 

（5）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 924,739.74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

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基金销售；及经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10号国际银行大厦 1-6层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9,501亿元，

净资产 698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77 亿元，净利润 57亿元。 

（6）福建莆田闽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克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及技术咨询；机电设备维修；其

它未列明的专用设备维修；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管理服务。 

住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毓秀西路 19号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1.01亿元，净资产 4.67

亿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318.41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平潭综合实验区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三级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为其第一大股东 

福建中闽建发物业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二级子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为其第一大股东 

福建莆田闽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二级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为依法设立、存续和正常经营的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前

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具有较强履约能力，不会因支付款项或违约等

对公司造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117,494.27万元，其中在关联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2021年日存款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参照市场价协商

确定交易价格，与关联方签署协议，约定协议生效条件、有效期、交易定价原则

和依据、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其中，有关关联受托管理



 

交易和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如下： 

1、关联受托管理交易 

福建莆田闽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闽投海电”）系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所属莆田平海湾海

上风电场三期项目（“三期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取得福建省发改委批

准，目前正在建设中。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中闽海

电”）投资的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场二期项目（“二期项目”），目前也在建设

中。三期项目与二期项目同位于莆田平海湾海域，中闽海电在莆田平海湾海上风

电场一期项目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面的经验。为实现资

源集约管理，形成协同效应，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和三期项目的开发建设，进一步

规范投资集团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减少和避免同业竞争，2020年 7

月中闽海电与投资集团、闽投海电签署托管协议，约定投资集团将闽投海电托管

给中闽海电经营、管理。在托管期内，每一会计年度中闽海电经审计实际发生的

管理费用、建设单位管理费及生产成本按照约定原则分摊给三期项目，该分摊金

额加上所适用增值税税率计算的销项税金额，作为中闽海电向闽投海电收取的托

管费用，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子公司福建中闽海上风电有限公司受托管理

控股股东子公司福建莆田闽投海上风电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0）。 

2020 年度托管费 455.78 万元（不含税 429.98 万元）。2021 年 2 月 26 日，

闽投海电向中闽海电支付了 2020年度托管费 450万元，3月 30日付清剩余托管

费 5.78 万元。预计 2021 年闽投海电需向中闽海电支付托管费约 2,167.90 万元

（不含税 2,045.19 万元）。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1）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金融业务 

① 清洁发展基金贷款 

2016 年 5 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

行营业部、福建省财政厅签署《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莆田平海

湾 50MW海上风电项目清洁发展委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清委贷 2014（041）

号），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福建省财政厅提供了



 

一笔贷款（“清洁发展基金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贷款专用于福建

莆田平海湾 50MW海上风电项目，贷款期限为 60个月。2016年 4月 21日，投资

集团与福建省财政厅签署《福建省财政厅与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清洁发展委托贷款“福建莆田平海湾 50MW 海上风电项目”的转贷协议》，福建

省财政厅将上述 3亿元清洁发展基金贷款转贷给投资集团。中闽海电作为福建莆

田平海湾 50MW 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主体，按照项目进展情况实际

使用清洁发展基金贷款，投资集团按中闽海电实际资金占用金额计息，利率和《福

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莆田平海湾 50MW 海上风电项目清洁发展委

托贷款合同》[合同编号：清委贷 2014（041）号]一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投资集团转贷给中闽海电的清洁发展基金贷款本

金余额为人民币 2亿元，预计 2021年需支付资金占用费约 530.67万元。 

② 新开发银行贷款 

2017 年 9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新开发银行签署“福建省莆田平海湾

海上风电项目”《贷款协定》（贷款号 16CN02）新开发银行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一笔贷款（“新开发银行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 20亿

元，贷款专用于福建莆田平海湾 246MW 海上风电项目，贷款期限为 18 年（含宽

限期 3 年），利率为 3MSHIBOR-3BP。2017 年 12 月 4 日，财政部与福建省人民政

府签署《财政部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新开发银行贷款福建省莆田平海湾海上风

电项目的转贷协议》，财政部将上述 20亿元新开发银行贷款转贷给福建省人民政

府。2018年 1月 26 日，福建省财政厅与投资集团签署《福建省财政厅与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开发银行贷款福建省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项

目的转贷协议》，福建省财政厅将上述 20亿元新开发银行贷款转贷给投资集团。

2018 年 5 月 8 日，投资集团与中闽海电签订了《关于新开发银行贷款福建省莆

田平海湾海上风电项目的转贷协议》，投资集团将新开发银行提供的总额为人民

币 20 亿元的贷款转贷给中闽海电，借款方式、期限和利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

新开发银行签署“福建省莆田平海湾海上风电项目”《贷款协定》（贷款号 16CN02）

保持一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投资集团转贷给中闽海电的新开发银行贷款本金

余额为人民币 145,466.95 万元，预计 2021 年需提取转贷款 51,406.03 万元，需



 

支付利息合计约 6,429.36 万元。 

（2）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金融业务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

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各种存款业务日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 万元。  

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存款业务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相

关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存款基准利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包括购销商品和劳务以及金融服务等，目的是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加强风

险防控；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或收入、利润来源也不依赖上述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