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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 B股  编号：2021-037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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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本次确认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正、交易公允，没有损害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需要，

公司对2021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一）；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1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08.57 

2 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660.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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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5,717.89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71.56 

4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发生 12 个
月内同受国资
运营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396.07 

5 朔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服务费 9.64 

6 朔州国新京平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859.32 

7 上海晋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接受劳务 服务费 44.00 

8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工程物资款 230.98 

9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7,103.14 

1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4,587.16 

提供劳务 物业费 2.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52,631.37 

11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53.97 

12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朔州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4,280.0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49.65 

13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92.55 

14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50.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646.79 

15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2,346.81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1,096.00 

16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3,423.48 

17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50.00 

18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软件系统服务费 35.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63.32 

19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00 

20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接受劳务 服务费 115.00 

21 山西华新同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物业费 0.43 

22 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华新燃气集团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776.23 

23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购买商品 天然气 46,6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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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控制 接受劳务 管输费 1,562.72 

接受劳务 租赁费 45.0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519.89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0.92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19,170.47 

2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4,002.00 

25 山西煤层气（煤系气）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物业费 0.48 

26 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494.87 

销售商品 设备款 39.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5,847.53 

27 山西晋东新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0.55 

28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4,587.16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5,394.50 

29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工程物资款 274.49 

提供劳务 软件系统服务费 1.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25.63 

30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接受劳务 服务费 0.50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1,161.4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30.00 

31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购买商品 工程物资款 2,628.03 

接受劳务 接驳工程 143.82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36.26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146.79 

32 山西华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租赁费 38.60 

购买商品 天然气 30.00 

接受劳务 软件系统服务费 55.50 

接受劳务 物业费 1696.47 

接受劳务 租赁费 46.08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31.03 

33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 华新燃气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服务费 3.10 

34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租赁费 51.99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10 

35 山西国兴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管输费 16.74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274.30 

接受劳务 租赁费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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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天然气 6,544.24 

36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200.00 

37 山西国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接受劳务 软件系统服务费 363.92 

接受劳务 租赁费 7.8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90.28 

提供劳务 物业费 3.65 

38 山西国新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5,100.92 

接受劳务 租赁费 3.98 

提供劳务 租赁费 9.03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2,699.21 

39 山西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服务费 120.0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07.13 

提供劳务 物业费 3.22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99.47 

40 山西国新气体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物业费 0.30 

41 山西国新科莱天然气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管输费 20.58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90.28 

提供劳务 物业费 4.00 

42 山西国新晋药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防疫物资 7.0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93.53 

提供劳务 物业费 4.08 

43 山西国新晋药集团阳泉药业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购买商品 防疫物资 0.60 

44 山西国新华储能源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租赁费 8.00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20 

45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3.60 

46 山西国新定襄燃气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7,992.32 

47 山西国强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提供劳务 租赁费 74.86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58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4,512.45 

48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接受劳务 管输费 788.48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60,223.56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30,512.08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473.34 

49 娄烦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华新燃气集团
联营企业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00.00 

5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58,893.04 

购买商品 天然气 26,413.26 



5 

 

接受劳务 接驳工程 14.56 

51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2,047.2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0 

提供劳务 服务费 85.00 

52 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502.23 

53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742.93 

提供劳务 软件系统服务费 4.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759.80 

接受劳务 服务费 1.83 

54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 4,587.79 

购买商品 天然气 1,779.82 

55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销售商品 工程物资款 8,000.00 

提供劳务 物业费 3.77 

提供劳务 租赁费 20.00 

提供劳务 委托管理费 120.00 

总计 837,404.05 

上述议案关联董事刘军先生、凌人枫先生、陈勇明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二）； 

单位：万元 

上述议案关联董事杜寅午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三）；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1 忻州市田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控制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0.00 

2 山西田森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控制企业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515.00 

3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控制企业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87.00 

4 山西汇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控制企业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48.96 

总计 7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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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英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 

任职 

提供劳务 租赁费 52.00 

销售商品 设备款 58.50 

总计 110.50 

上述议案关联董事兰旭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四）。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 

1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0,589.72 

2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购买商品 天然气 32,751.95 

提供劳务 接驳工程 146.79 

3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994.00 

4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购买商品 天然气 7,426.86 

接受劳务 管输费 1,100.92 

提供劳务 服务费 15.00 

提供劳务 管输费 300.00 

提供劳务 物业费 2.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49,898.00 

5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接受劳务 管输费 550.46 

销售商品 天然气 6,697.25 

6 山西综改示范区燃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452.47 

7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购买商品 天然气 9,000.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044.21 

8 山西中燃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接受劳务 接驳工程 3,367.94 

提供劳务 服务费 859.84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2,552.00 

9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421.00 

10 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购买商品 天然气 275.23 

提供劳务 服务费 8.00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50 

11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接受劳务 管输费 5.00 

销售商品 设备款 82.73 

销售商品 天然气 11,545.42 

12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提供劳务 物业费 12.26 

提供劳务 租赁费 11.01 

销售商品 天然气 2,800.00 

13 洪洞华润恒富燃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接受劳务 租赁费 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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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天然气 8,232.00 

14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 38,492.88 

总计 329,680.24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务往来，公司已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完

善的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并遵照市场化的原则，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中主要有二类：一是为公司供应商品及提供劳务，此类交易主

要是依据政府指导价进行合理定价；二是出售商品及接受劳务，依据政府指导价

合理定价。上述交易均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而产生；交易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对关联方无依赖，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方 关联方介绍 关联关系 

1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

人刘广耀，注册资本 87386.1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2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5000万元 
联营企业 

3 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张刚，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华新燃气集团 

联营企业 

4 忻州市田森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新光，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关联自然人 

控制企业 

5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姚彦虎，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联营企业 

6 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耳

东，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7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

东，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合营企业 

https://www.qcc.com/pl/p9db3931ad469fa91bd28f8d5f111da3.html
https://www.qcc.com/pl/pb1f4ce4d40f403c0d5a848d511377a2.html
https://www.qcc.com/pl/p17dfe15ed4dbd5db351f74a703c00fb.html
https://www.qcc.com/pl/pd798c5de4c73fb2aab9aa85e97ee865.html
https://www.qcc.com/pl/pr051df4e896eb771e6270a8393bad86.html
https://www.qcc.com/pl/pr051df4e896eb771e6270a8393bad86.html
https://www.qcc.com/pl/pr3ccc00d1fe6c685fde3e1a23f4c136.html
https://www.qcc.com/pl/pr3ccc00d1fe6c685fde3e1a23f4c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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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跃

明，注册资本 127989.939247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9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高祥

明，注册资本 667468万元 

交易发生 12个

月内同受国资运

营公司控制 

10 
朔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史守涛，注册资本 95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11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史本训，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联营企业 

12 朔州国新京平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晓，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13 上海晋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高伟，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14 山西综改示范区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朱喜成，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联营企业 

15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德

强，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联营企业 

16 山西中燃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全

进，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合营企业 

17 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盛佃清，注册资本

819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18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王庚，注册资本 2000万元 
联营企业 

19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赵玉峰，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勇

明，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1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永

忠，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2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朔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刘清华，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公司 

23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任开吉，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4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侯晓潞，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5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胡俊

平，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6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闫月娥，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27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张华，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https://www.qcc.com/pl/pd6683f4cc0aeaed549a868d31f8dd2b.html
https://www.qcc.com/pl/pd6683f4cc0aeaed549a868d31f8dd2b.html
https://www.qcc.com/pl/p8d96c2650e01aeeb7dec1d0cfbcbc79.html
https://www.qcc.com/pl/p8d96c2650e01aeeb7dec1d0cfbcbc79.html
https://www.qcc.com/pl/prc0311371f9eaa1af32507bffb895a8.html
https://www.qcc.com/pl/p390c5530594dcfaff5fd7a17a1b2eb2.html
https://www.qcc.com/pl/prcc11803d30a4956baadc9ceda37352.html
https://www.qcc.com/pl/prcc11803d30a4956baadc9ceda37352.html
https://www.qcc.com/pl/p12b1aee540d4497c1f559ce63b18ee4.html
https://www.qcc.com/pl/paa06ad5dc215198fbc2d4ed0d7dc4f9.html
https://www.qcc.com/pl/p6f7bec94de3789f6d6f88424d12591c.html
https://www.qcc.com/pl/p6f7bec94de3789f6d6f88424d12591c.html
https://www.qcc.com/pl/p5485aaf37fb11a47518c73e337ab3d0.html
https://www.qcc.com/pl/p5485aaf37fb11a47518c73e337ab3d0.html
https://www.qcc.com/pl/prdb9efd0ec20b1da0bc9a29fa7dc33f.html
https://www.qcc.com/pl/p617ebd0d195ef121971544da5a0a2ce.html
https://www.qcc.com/pl/p74eccf650400c2d002dc97af0c052fe.html
https://www.qcc.com/pl/p5ed4b8e21b5f4f8cafcdd2220fdcfed.html
https://www.qcc.com/pl/p5ed4b8e21b5f4f8cafcdd2220fdcfed.html
https://www.qcc.com/pl/peb335c6ebd0391d156f53d3495fed3c.html
https://www.qcc.com/pl/peb335c6ebd0391d156f53d3495fed3c.html
https://www.qcc.com/pl/pf054140008e8b14f881509445529309.html
https://www.qcc.com/pl/p51f649c2e2b5dc2d011210eb5b14caa.html
https://www.qcc.com/pl/pr7e26911be02a5438ea464e9bde45fb.html
https://www.qcc.com/pl/pac9ac24e75a71c1160acb83af8ecf71.html
https://www.qcc.com/pl/pac9ac24e75a71c1160acb83af8ecf71.html
https://www.qcc.com/pl/p1fe604b77371b7f7ac74203fe604ddc.html
https://www.qcc.com/pl/pr920a7ae362ce3dc6ff2b3c2a4a7a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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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山西田森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杜韶杰，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关联自然人 

控制企业 

29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

保，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30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郭保民，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间接控股股东 

31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永和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贺

信，注册资本 438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集

团控制 

32 山西华新同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雷学兵，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集

团控制 

33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忠武，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关联自然人 

控制企业 

34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王元清，注册资本 24000万元 
联营企业 

35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延

军，注册资本 38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36 山西普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斌，注册资本 11000万元 
合营企业 

37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赵建泽，注册资本

222941.401913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38 
山西煤层气（煤系气）勘查开发有限

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郝继

达，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39 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郭贞红，注册资本

419881.6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40 山西晋东新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杨森，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41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牛建伟，注册资本

6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42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

泽，注册资本 1062322.99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43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袁清

茂，注册资本 500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44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孙

波，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45 山西汇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杜韶杰，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关联自然人 

控制企业 

46 山西华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同受华新燃气 

https://www.qcc.com/pl/p3ea8bbdb0a3faf1e7d1242e474c6d80.html
https://www.qcc.com/pl/p58dcfe67a6332d815ec66217fda7b4a.html
https://www.qcc.com/pl/p58dcfe67a6332d815ec66217fda7b4a.html
https://www.qcc.com/pl/pr11156381bd8d1770a93126123ecff8.html
https://www.qcc.com/pl/p9c9688f9904b3f76e33255ec0c7d65f.html
https://www.qcc.com/pl/p9c9688f9904b3f76e33255ec0c7d65f.html
https://www.qcc.com/firm/202f9ca5702952703439941eb9846a40.html
https://www.qcc.com/pl/pr2e35161673fe2a9d3630e4ef144586.html
https://www.qcc.com/pl/pr53ceb599cae05d915d4807c31f21bc.html
https://www.qcc.com/pl/p9c32e457570a576ba1ad272ef4df40f.html
https://www.qcc.com/pl/pdd6a7f6ca028fb0b04313030b9032c0.html
https://www.qcc.com/pl/pdd6a7f6ca028fb0b04313030b9032c0.html
https://www.qcc.com/pl/p01603dd9c65b2f4fca39c889a734590.html
https://www.qcc.com/pl/p01603dd9c65b2f4fca39c889a734590.html
https://www.qcc.com/pl/p7f44e8ba41a561e4339e00e1cc18a2b.html
https://www.qcc.com/pl/p1051ed96e626f7ece213a18af0a54ca.html
https://www.qcc.com/pl/p1051ed96e626f7ece213a18af0a54ca.html
https://www.qcc.com/pl/p435ac2aa77895bdaeda613fbcde3c90.html
https://www.qcc.com/pl/pr921c14db303c8dce5f4cecc9fd6a7e.html
https://www.qcc.com/pl/pr7f8aecfa6c92047f0546e38dc4c5a4.html
https://www.qcc.com/pl/p7f44e8ba41a561e4339e00e1cc18a2b.html
https://www.qcc.com/pl/p7f44e8ba41a561e4339e00e1cc18a2b.html
https://www.qcc.com/pl/p9f4f8ed1af92f2a9871ca87c6c15c94.html
https://www.qcc.com/pl/p9f4f8ed1af92f2a9871ca87c6c15c94.html
https://www.qcc.com/pl/p8493a1a72332c236d8b49cdc98be637.html
https://www.qcc.com/pl/p8493a1a72332c236d8b49cdc98be6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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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森，注册资本 500 万

元 

集团控制 

47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张慧玲，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华新燃气 
联营企业 

48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志

成，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49 山西国兴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法定代表

人狄向阳，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0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唐耀祖，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1 山西国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安光峡，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2 山西国新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茹志鸿，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3 山西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王海冰，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4 山西国新气体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陈钢，注册资本 1800

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5 山西国新科莱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

人王延军，注册资本 102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6 山西国新晋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程

刚，注册资本 23334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7 
山西国新晋药集团阳泉药业有限公

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郗潇

翊，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8 山西国新华储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洋，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59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天

泽，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60 山西国新定襄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帆，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61 山西国强天然气输配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

人张鹏，注册资本 3529.41万元 

同受华新燃气 

集团控制 

62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

阳，注册资本 52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63 娄烦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吴现营，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华新燃气集团 

联营企业 

64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明

辉，注册资本 8000万元 
联营企业 

65 精英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

表人龚大立，注册资本 6580万元 

关联自然 

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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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宣宏斌，注册资本

390519.56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67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崔建

军，注册资本 1703464.16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68 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

人刘文彦，注册资本 3600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69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3000万元 
联营企业 

70 华远国际陆港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武

强，注册资本 2256000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71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

人翟红，注册资本 758037.23万元 

同受国资运营 

公司控制 

72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

军，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控股股东 

73 洪洞华润恒富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4500万元 
联营企业 

74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赵瑞保，注册资本 9400万元 
联营企业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对 2021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了解，认真审阅

了 2021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其附属文件。我们认为，2021年预

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均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公司及子公

司主要业务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的可能性，不影响上市公

司的独立性；董事会审议过程合规合法，关联董事做到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过程中，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董事会的召集、召开、

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https://www.qcc.com/pl/pr6c213c4b8756ef8e552a7398fb3a81.html
https://www.qcc.com/pl/pc708fa7b84dd9ff3742eed2507008c4.html
https://www.qcc.com/pl/pc708fa7b84dd9ff3742eed2507008c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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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3、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独立意见； 

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