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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22-010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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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九届十七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

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杨伯达、郭占峰、张少平、王雪萍回避表决，其他 5 名非关

联董事表决同意。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国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

关议案回避表决。 

前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通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基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

易，公司 2021 年关联交易总量在合理范围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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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理预测了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水平，该交易遵循了公开、公

平、合理的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

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前述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

下：公司基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量在合理范围内、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公司

合理预测了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2021 年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与中煤集团及其控股企业（不含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

下同）2021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度 

预计金额 

2021 年度 

实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中煤集团及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

提供融资服务（贷款及委托贷款） 
80,000.00 0 2021 年公司现金流充足 

向中煤集团及其控股企业购买设

备、物资材料 
49,024.40 45,501.84 部分设备、物资未到货 

中煤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向公司提

供工程建设和劳务服务 
50,119.45 36,970.63 - 

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煤

炭购销业务 
219,300.00 202,041.46 - 

合计 398,443.85 284,513.93 - 

2021 年度，公司在中煤集团控股企业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煤财务公司”）存款日均余额 78,025.60 万元，未超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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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5%。 

（三）2022 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公司预计与中煤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发生设备、物资配

件采购、煤矿工程建设和金融服务等关联交易，相关关联交易预测

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2 年度 

预计金额 

1-3 月累

计发生额 

上年度 

实际发生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

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中煤集团及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

提供贷款及委托贷款服务 
50,000.00 0 0  

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产生设备、

物资材料交易 
164,464.24 6,776.38 45,501.84 

采购板集煤矿投产

所需设备等费用 

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向公司提供工

程建设和劳务服务 
57,661.92 6,890.44 36,970.63 

因板集煤矿投产增

加的工程劳务费用 

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煤

炭购销业务 
396,033.40 51,333.95 202,041.46 

受煤炭价格上涨和

销售量增加影响 

合计 668,159.56 65,000.77 284,513.93  

2022 年，公司继续执行与中煤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公司在中煤财务公司的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煤集团 

中煤集团持有公司 30.31%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定，构

成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市规则》6.3.3 条关联法人第（一）项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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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集团注册资本为 1,557,111.3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

树东，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国有独资）。中煤集团的主要经营范围包括销售煤炭、煤炭

出口业务、工程勘察、建设施工和监理、咨询服务等项目的投资与

管理等。 

（二）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中煤集团主要控股企业 

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

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中煤四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中煤第五建

设有限公司、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宣城发电有限

公司、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煤能源南京有限公司等及其

控股企业均为中煤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依据《上市规则》的

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市规则》6.3.3 条关

联法人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注册资本 30.00 亿

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中煤大厦 6 层。经营范

围：从事以下经银监局批准的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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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借。 

2、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1年，注册资本 8.95亿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经营范围：经营范围：不

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甲苯、其他危险化学品、石脑油、

甲醇、四氯化钛、2-甲基丁烷、煤焦油、氧化钠、含易燃溶剂的合成

树脂、油漆、辅助材料、涂料等制品、闭杯闪点≤60℃，氧化钡、氧

化钾、二甲醚、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21 年 11 月 04 日）；经营煤炭焦油的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

资、合作生产业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开展补偿贸易业务；从

事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技术交流业务；从事经贸部批准的其他

业务；维修仪器仪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计

算机系统服务；空气污染检测服务；水污染检测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产品设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电子元器件、矿用产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润滑油、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 

3、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88 年 4 月，注册资本

86.33 亿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92 号。经营范

围：煤炭工程行业的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安全技术装备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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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备品配件的生产、经销；进出口业务；与

矿业工程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推广；矿井工程及

装备的技术改造和咨询服务；矿业工程行业配套用的矿用、控制、

通讯电缆的经销；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橡胶

制品、木材、水泥、玻璃、炉料、汽车零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

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矿用设备维修及技术改造；设备租赁；

产品设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检测；计算机技术培训（不

得面向全国招生）；开发计算机软件；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道路货物运输等。所属子公司包括中煤电气有限公司、中煤张

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北京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抚

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 

4、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注册资本 7.80

亿元，注册地为邯郸市丛台路 56 号。主要从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按资质证核准的范围从事经营活动）；机械、机电设

备维修;水暖管道安装；职业技能培训；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测

量，测绘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等业务。所属子公司包括中国第

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中煤第九十二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煤煤炭



7 

洗选技术有限公司等。 

5、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中煤第五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注册资本 15.12 亿元，

注册地为徐州市淮海西路 241 号。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承包境外矿

山建筑安装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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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务人员，房地产开

发，土木工程、矿山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隧道工程、

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压力管道工程、钻

探冷冻工程、矿井专用设备安装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的施工，管道工程承包等。 

6、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注册资本 33.26 亿元，

注册地址为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丛台东路 52 号。经营范围包括：承

包境外矿山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按资格证核

定范围经营）；矿山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采掘施

工（按资质证核定范围经营）；矿山开采技术、安全生产技术咨询

及服务等。 

7、山西中煤四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西中煤四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朔州朔城区富甲工业园区。经营范围包括：

销售原木、坑木、方木、板材、杨木、杄木；煤炭销售；机电设备、

配件、支护设备、配件加工维修；非标准钢结构安装；矿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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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设备、机电设备、租赁；销售机电化轻、金属材料、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润滑油；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运输站（场）

经营：搬运、装卸服务；人才中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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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

6,647.73 万元，注册地址为邯郸市滏西大街 114 号。主要经营范围包

括：建筑设计、煤炭行业设计、智能建筑设计、工程勘察、测量、

工程造价、咨询、环境评价、工程总承包（甲级）及相关设备材料

销售和修理修配；市政、电力、铁道、公路行业设计、压力管道设

计（按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工程勘察设计、招标、

咨询、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以上范围详按资质证书核准的范

围经营）；复印、晒描图、设计文件装订、彩绘图纸等。 

9、中煤宣城发电有限公司 

中煤宣城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注册资本 93,289.00 万

元，注册地址为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向阳镇。经营范围包括：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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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智

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煤炭洗选；煤炭及

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注册资本 72,2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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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256 号。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售，铁路运输，

矿山采掘设备、洗选设备、交通运输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

设备的制造、维修、销售，火力发电（限分支机构经营）等。 

11、中煤能源南京有限公司 

中煤能源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注册资本 30,000.00 万

元，注册地址为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 272 号 2 幢 2601-2607 室。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煤炭销售；煤炭企业管理；焦炭、煤炭制品、矿

产品、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及国家专营

专控经营产品）、机电设备（不含汽车）、矿用产品销售等。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间设备、物资配件采购及煤矿建设、

劳务等服务 

公司拟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采购皮带机、液压支架等煤矿专用

设备和电机、链条、油脂、设备配件等物资配件，同时，中煤集团

控股企业向公司提供煤矿建设工程、信息服务和劳务等服务，2022

年度预计累计金额不超过 22.21 亿元。 

2、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类关联交易 

2022 年，公司继续执行与中煤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

协议》。按协议规定，公司在中煤财务公司的存款日均余额不超过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的 5%。中煤财务公司拟

继续向公司提供贷款服务（含委托贷款），预计贷款额度不超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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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3、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煤炭购销业务 

公司拟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煤炭购销业务，2022 年度预计

累计金额不超过 39.60 亿元，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结算。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1、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的设备、物资采购及煤矿建设、

劳务服务、信息服务等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同时参考市场价格来执行。

按照公司招投标规定，中标企业与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对交易合同

品种、规格、定价原则和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 

2、中煤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向公司提供贷款、委托贷款，贷款利

率和期限比照一般商业银行执行。 

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按以下定价原则： 

（1）存款利率由双方经参考一般商业银行就类似存款提供的利

率公平协商厘定。 

（2）贷款利率由双方经参考一般商业银行就类似贷款收取的利

率公平协商厘定。 

（3）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监会规定

的费率公平协商厘定相应服务的费用标准。 

3、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的煤炭购销业务，将严格按照

市场价格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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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的设备、物资采购及煤矿建设、

劳务服务等关联交易，可以使公司以市价获得稳定的设备及服务提

供商。 

公司与中煤集团及中煤财务公司发生委托贷款、金融服务关联

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

金运营效率。 

公司与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发生的煤炭购销业务，可以开拓公司

煤炭销售渠道和销售区域，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司煤电一体化优势，

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执行市场定价原则，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

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

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

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