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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煤矿 

白洞井运营维护承包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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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山

煤矿”）拟将塔山矿白洞井(塔山井田石炭系北部边缘资源)日常运营维

护继续承包给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大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

洞矿业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过去12个月未与同一关联方未发生过其他类别的交易，与

其他关联方未发生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塔山煤矿将塔山矿白洞井日常运营维护承包给

白洞矿业公司，租赁白洞矿业公司现有设备、设施，白洞矿业公司为

塔山矿白洞井生产煤炭进行洗选加工服务。2019 年 5 月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批准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煤矿白洞井运营维护承包的议案》，



塔山煤矿与白洞矿业公司签署了相关租赁协议、运营维护服务协议、

洗煤加工协议，期限不超过 3 年。现塔山煤矿拟继续将塔山矿白洞井

日常运营维护承包给白洞矿业公司，租赁白洞矿业公司现有设备、设

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塔山煤矿与白洞矿业公司根据每年

年初测算相关费用数额，签署相关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定，塔山煤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业集团”）控股子公司，

白洞矿业公司为煤业集团控股子公司，塔山煤矿与白洞矿业公司的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塔山煤矿基本情况 

名称：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住所： 大同市南郊区杨家窑村 

法定代表人: 宋银林 

注册资本： 207,254 万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与销售；选煤厂投资建设；

副产品经营开发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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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3 年塔山煤矿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17,811,160,900.93 14,236,430,420.08 10,328,599,428.08 2,500,527,420.91 

2020 21,394,211,237.46 16,558,293,972.62 9,867,093,194.03 2,334,800,176.59 

2021 29,252,153,792.91 18,238,121,816.34 15,906,220,743.92 5,724,171,516.81 



2022.1-3 29,751,671,903.28 19,638,154,712.16 3,545,446,064.10 1,194,746,718.3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大同有限公司 

住所： 大同市矿区白洞街 

成立日期： 2001年 12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 霍利杰 

注册资本： 2,693万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煤矿设备安装、维修及自有设备租赁；

煤矿设备及材料、配件销售；工矿工程综合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电

力供应：配电业务、售电业务；矿井水、生活污水处理；矿山工程施

工；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水暖安装维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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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包括：煤业集团出资 869 万元、白洞煤业工会委员会出资

1,824 万元。 

近 3 年白洞矿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1,489,160,138.58 -1,919,698,879.21 381,452,910.03 -386,697,211.61 

2020 1,804,971,182.92 -2,278,342,542.79 283,092,234.36 -326,841,087.63 

2021 783,002,199.69 -3,638,656,008.57 231,830,745.53 -486,986,451.51 

（三）与塔山煤矿的关联关系。 

塔山煤矿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煤业集团控股子公司；煤业

集团为白洞矿业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租赁协议 

1、交易内容 



塔山煤矿为保证塔山白洞井日常生产需要，拟租赁白洞矿业公司

机械、机电设备、建筑物、设施等。 

2、定价政策 

以租赁费用为基数，再考虑各种考核奖罚款项后为计税基数。计

算公式：税金＝（租赁费用＋或-各种考核奖罚款项）×13％ [税率]。   

3、结算、支付方式 

按租赁合同规定结合相关考核奖罚进行结算、支付；按月支付设

备租赁费用。 

4、双方权利义务 

（1）塔山煤矿权利义务 

负责租赁区域的安全、生产及日常管理工作，有权对白洞矿业公

司租赁区域内运行过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統一协调、统一监督，

将白洞矿业公司的安全纳入塔山煤矿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 

有检查、指导白洞矿业公司提供租赁物完好程度的权利，当白洞

矿业公司违反塔山煤矿及相关规定时，塔山煤矿有权对白洞矿业公司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负责组织白洞矿业公司和有关部门参与编制租赁物涉及的作业规

程、安全技术措施等会审工作，并按照煤矿安全技术措施的审批程序，

进行审批并备案； 

对白洞矿业公司设备租赁过程进行安全督查工作，查出的安全隐

患，有权责令白洞矿业公司整改。 

（2）白洞矿业公司权利义务 

保证租赁设备、设施完好及正常运行，保证租赁建筑物、工业设



施，工业厂区安全运行； 

负责租赁物档案建立、保存，设置必要、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保证租赁区域内正常安全生产所必须的通风、供电、运输、压风

等生产系统的安全可靠； 

对塔山煤矿在租赁设备过程中查出的安全隐患，必须按要求在规

定期限内整改完毕； 

白洞矿业公司在租赁过程中发现各类事故隐患和灾害事故时，必

须及时如实向塔山煤矿汇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报告，并迅

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和扩大； 

租赁时涉及工矿工程项目的施工组织设计、作业规程、施工措施

要及时报塔山煤矿相关部门审查备案。 

5、安全管理责任 

由于塔山煤矿责任造成租赁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由塔山

煤矿承担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 

白洞矿业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塔山煤矿的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因白洞矿业公司违规操作造成的安全事故，由白洞矿业公司全权

负责，塔山煤矿有义务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因白洞矿业公司原因给塔

山煤矿及第三方造成事故损失，责任由白洞矿业公司承担； 

由于双方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根据有关部门的责任划分承

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 

（二）运营维护服务协议 

1、交易内容 

白洞矿业公司对塔山白洞井井上、井下安全、通风、运输、辅助



运输系统、电气设备、设施进行日常维修、保养及综合性服务。 

2、定价政策 

以运营服务费用为基数，再考虑各种考核奖罚款项后为计税基数。

计算公式：税金＝（运营服务费用＋或-各种考核奖罚款项）×13％ [税

率]。其所涉及的费用包括：人工费用、修理费、小型材料配件费、其

他费用等。 

3、结算、支付方式 

按运营服务合同规定结合相关考核奖罚进行结算、支付；按照运

营服务总费用，按月支付运营服务费用。 

4、双方权利义务 

（1）塔山煤矿权利义务 

有权对白洞矿业公司运营服务区域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統一协调、

统一监督，将白洞矿业公司的安全、服务纳入塔山煤矿的安全监督管

理体系及考核范畴； 

有检查、指导白洞矿业公司运营过程中安全生产的权利和责任。

当白洞矿业公司违反塔山煤矿及相关要求与规定时，塔山煤矿有权对

白洞矿业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监督白洞矿业公司编制运营服务相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如

实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运营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故，并组织实施

事故救援。一旦发生灾害事故，及时通知事故波及范围内的白洞矿业

公司人员撤离险区，并尽力为白洞矿业公司抢救伤员提供救护、医疗

便利； 

负责组织白洞矿业公司及有关部门参加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



等会审工作，按照矿井安全技术措施的审批程序，进行审批并备案； 

对白洞矿业公司运营服务全过程进行安全督查工作，查出的安全

隐患，有权责令白洞矿业公司整改； 

按照合同规定，按时支付运营服务费用。 

（2）白洞矿业公司权利义务 

白洞矿业公司为运营服务区域各工作现场的安全责任主体，对工

作现场的安全负责，服从塔山煤矿在运营服务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 

负责对本单位运营服务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培训，保证运营服

务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运营服务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运营服务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经安全运营服务教育及培训不合格的运营服务人

员不得进行运营服务作业，运营服务人员应办理相关服务证件，特殊

工种必须持证上岗； 

负责运营服务区域内的安全设施的建立、使用和维护，并设置必

要、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保证运营服务区域内正常安全服务所必须的通风、供电、运输、

压风等系统的安全可靠； 

对塔山煤矿在服务过程中查出的安全隐患，必须按要求在规定期

限内整改完毕； 

白洞矿业公司在运营服务过程中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和灾害事故

时，必须及时如实向塔山煤矿汇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拖延报告，

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和扩大； 

运营服务施工组织设计、作业规程、施工措施要及时报塔山煤矿



相关部门审查备案。 

5、安全管理责任 

由于塔山煤矿责任造成运营服务安全事故，由塔山煤矿承担事故

责任和经济责任； 

白洞矿业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塔山煤矿的规章制度和安全运营服务

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因白洞矿业公司违规操作造成的运营服务安

全事故，由白洞矿业公司全权负责，塔山煤矿有义务协助处理善后事

宜，因白洞矿业公司原因给塔山煤矿及第三方造成事故损失，责任由

白洞矿业公司承担； 

由于双方责任造成的运营服务安全事故，根据有关部门的责任划

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和经济责任。 

（三）洗煤加工协议 

1、交易内容 

白洞矿业公司为塔山白洞井生产煤炭进行洗选加工服务。 

2、定价政策及结算、支付方式 

（1）选煤加工费按照洗出精煤量每吨 26 元（不含税）计算。塔

山煤矿按合同要求结合相关考核奖罚款项按月结算、支付。 

（2）以洗选加工费用为基数，再考虑各种考核奖罚款项后为计税

基数。计算公式：税金＝（洗选加工费用+或-各种考核奖罚款项）×

13%【税率】。 

（3）洗选加工费用由厂房、设备、材料费、修理费、电力、工资

和福利费、管理费等构成，其中材料费由介耗、絮凝剂、油脂、配件

材料费用构成。 



（4）白洞矿业公司以洗选加工费为基数加增值税金，向塔山煤矿

开具增值税发票。塔山煤矿按发票总额（包括税金）支付给白洞矿业

公司。 

3、双方权利义务 

（1）塔山煤矿权利义务 

塔山煤矿负责向白洞矿业公司提供原料煤。（粒度≤300mm，灰分

≤46%，水分≤7%）； 

塔山煤矿每月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按各种产品的质量、数量，向白

洞矿业公司下达原煤入洗量、精煤回收率等各项生产任务指标。确定

方法按国家标准共同确定。如因原料煤煤质发生变化，塔山煤矿有权

调整质量指标，同时重新核算精煤产率（发热量）以及各项指标； 

塔山煤矿有权根据白洞矿业公司洗选加工各产品质量、指标进行

监督、检查、考核、处罚。 

（2）白洞矿业公司权利义务 

白洞矿业公司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在承包期内，白洞矿业公司应确保洗煤厂的生产系统达到并保持

塔山煤矿的质量要求； 

白洞矿业公司必须定期对洗煤厂的全部设备、设施以及生产辅助

设施进行定期必要的维护、保养以及检修，设备完好要符合机电完好

标准的要求。    

（四）协议签署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塔山煤矿与白洞矿业公司签署相关

租赁协议、运营维护服务协议、洗煤加工协议，期限不超过 3 年。双



方根据每年年初测算相关费用数额，签署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资产所有权不变、主体责任不变的原则下，塔山煤矿租用

白洞矿业公司现有煤炭开采设备、设施，将塔山矿白洞井日常运营维

护承包给白洞矿业公司，白洞矿业公司为塔山白洞井生产煤炭进行洗

选加工服务，可以降低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 1、在确保资产所有权不变、主体责任不变的原则下，塔山煤

矿租用白洞矿业公司现有煤炭开采设备、设施，将塔山矿白洞井日常

运营维护承包给白洞矿业公司，白洞矿业公司为塔山白洞井生产煤炭

进行洗选加工服务，可以降低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2、该项交易定

价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3、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

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认为：1、该

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塔山煤矿利益。2、关于该项交易，公司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