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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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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于公司日常业务中

进行，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

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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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能控股山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此议案尚需获得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

上回避表决。 

2、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认可，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审

核意见，同意《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通风钻孔服

务费 

        

4,150,446.23  

                               

672.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宏勘地质

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钻探费 

       

21,707,315.47  

                             

3,240.00  

本年采购劳务

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运行费用 

        

2,434,162.61  

                               

257.00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64.00  

本年未向对方

采购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企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0,058,585.92  

                             

2,66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89,046.90  

                                

71.00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24,335.00  

                                 

9.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29,772,207.95  

                               

907.00  

本年采购焦油

增加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8,787.69  

                                 

9.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723,527.00  

                                  

-    
  

大同煤矿供水处实业公司防

冻液厂 
采购材料配件 

          

195,763.81  

                                

15.00  
  

大同同吉液压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48.0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

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央机厂 
采购材料配件   

                               

223.00  

本年未向对方

采购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钢管 采购材料配件 338,617.19 23.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大同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28.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3,594,476.11 49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庆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140,677.48 141.00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866,070.00 2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1.00   

大同煤矿矿山铁路实业公司

中富涂料厂 
采购材料配件   49.00   

大同煤矿通泰橡胶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273.00   

山西潞安成品油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234,121.21 178.00   

山西太钢福达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87,287.61 24.00   

山西云雁石化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0,832.88 8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晋同线缆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13.00 

本年未向对方

采购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煤岩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4,331.80 168.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6,256.64 5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星金属

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66,645.62 54.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盛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7.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蓬璜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307,163.72 -   

山西省民爆集团大同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配件 340,760.50 16.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双鹰橡塑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2,619.50 4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大豪制衣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863,553.21 53.00   

大同金化材料厂 采购材料配件 6,438,272.77 - 本年新增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材料 2,662,856.42 -   

大同市忻华煤机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材料 1,928,728.96 -   

大同市宇泰发展公司钢模板

厂 
采购材料 463,386.84 -   

大同市宇泰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414,939.88 -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产品 28,703,342.65 1,716.00 

本年煤炭价格

较高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产品 4,232,466.10 16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地煤大同

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产品 1,490,492.83 -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159,292.04 464.00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141,592.92 1,914.00 
本年采购设备

减少 

大同同中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9.00   

大同芬雷洗选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3,001,057.00 613.0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

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央机厂 
采购设备 170,962,655.08 9,282.00 

本年采购设备

增多 

大同煤矿集团智通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7.00   

大同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 47,026,548.59 56.00 

本年采购设备

增多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

修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50,442.00 -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 9,282,301.00 - 本年新增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费 386,399.65 36.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宏勘地质

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测量服务 5,081,695.61 76.00   

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

心（有限公司） 
处置服务   1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外经贸有

限责任公司 
代理手续费   1.00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服务费 806,603.75 22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业大同

有限公司 
电费 266,585,861.16 23,196.00 

本年耗电量上

升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扶贫专款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

大同有限公司 
保洁服务 1,517,577.89 98.00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396,584.89 179.00   

大同煤矿华源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065,422.93 7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54,136,679.46 16,300.00 

本年采购工程

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0,803,390.80 6,656.00 

本年采购工程

减少 

山西有道诚铸环科建设产业 工程服务 14,565,807.10 522.00 本年采购工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有限公司 增加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服务 232,897,177.22 36,724.00 

本年采购工程

减少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劳务费 117,570,258.13 - 

本年采购劳务

增多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

工程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45,425,321.56 51,464.00 

本年采购工程

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139,150.94 16.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

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3,081,788.99 2,376.00 

本年采购工程

增多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矿铁劳务

派遣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101,313.94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拓设备

安装大同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117,228.43 -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慧公企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后勤服务费 13,166,208.94 1,464.00   

山西省民爆集团大同有限公

司 
火药代储费 1,185,000.00 237.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 113,207.54 1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服务 355,716.30 48.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威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服务 1,622,641.49 - 本年新增 

大同云冈区晋能控股煤业集

团职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75,471.70 -   

大同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检验服务 301,519.80 -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固供水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洗分公

司 

清洗费 84,518.87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140,562.17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矿山救护警卫消

防绿化费 
1,800,000.00 180.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 
劳务费 51,390,597.79 7,310.00 

本年采购劳务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

工程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劳务费 94,498,239.25 5,560.00 

本年采购劳务

增多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

修有限公司 
劳务费 80,194,212.87 8,348.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 劳务费 429,698.68 95.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塔通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8,167,921.86 69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9,096,461.32 -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

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费 52,149,478.56 -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华源园林

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费 3,846,256.00 86.00   

山西汾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拆除安装费 2,408,200.00 -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华源园林

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矸石山治理 4,256,163.30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费 4,809,146.12 314.0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煤炭交易费 5,962,950.17 90.00 
本年煤炭交易

费增多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费 6,643,952.59 72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通信大同

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服务 6,190,744.32 602.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退休管理费 460,000.00 46.00   

大同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维修服务 1,376,814.16 - 本年新增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093,646.79 - 本年新增 

大同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540,000.00 - 本年新增 

大同芬雷洗选装备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953,302.00 - 本年新增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111,736.00 - 本年新增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261,769.91 33.00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67.00   

大同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4,282,123.84 31.00 
本年采购服务

增多 

大同煤矿集团矿铁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340.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59,891.46 2.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维修服务 8,060,044.31 - 

本年采购服务

增多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629,911.50 - 本年新增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 
环评服务 2,066,037.74 - 本年新增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闻费 16,277.17 4.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

（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费 184,000.04 3.00   

大同地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5,524,783.57 900.00 
本年接受运输

服务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路运营

管理山西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费 14,089,743.39 1,954.00 

接受运输服务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路运营

管理山西有限公司 
培训费 210,141.51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

大同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费 4,022,592.08 34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维护费 24,175,550.96 2,43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勘测服务 333,400.00 -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 
上站费 3,727,469.95 - 本年新增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站台管理费 3,736,839.50 170.00 

本年接受服务

增多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晋控唐山曹妃甸区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0,493,765.14 3,862.00 

本年对方采购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煤炭经营

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41,308,266.74 7,070.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增加且煤炭

行情较好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

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2,980,614.32 11,236.00 

本年对方采购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9,941,027.30 1,489.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增加且煤炭

行情较好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忻州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5,581,161.13 1,691.00 

本年对方采购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365,765,579.82 4,944.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增加且煤炭

行情较好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04,178,541.57 29,130.00 

本年对方采购

减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技术

大同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78,967,265.26 17,801.00 

本年对方采购

减少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

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123,330,738.88 29,011.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增加且煤炭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行情较好 

晋控秦皇岛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421,298,428.46 86,859.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增加且煤炭

行情较好 

晋控电力大唐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967,227.64 1,067.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减少 

晋控电力塔山发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86,842,172.78 40,267.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减少 

晋控电力同达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8,773,764.67 3,320.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减少 

晋控（上海）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7,305.00 

本年对方未采

购 

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374,612.96 1,040.00 

本年对方采购

量减少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

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3,299,794.32 2,027.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炭运销怀仁

销售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5,953,274.86 - 本年新增 

大同煤矿集团阳高热电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2,609,340.54 - 本年新增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7,289,920.94 - 本年新增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33,552,860.23 - 本年新增 

山西煤炭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16,962,432.88 - 本年新增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 售 煤

炭产品 
3,610,619.47 - 本年新增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1,602,610.60 23.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3.00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585,769.91 19.00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77,061.95 1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销 售 矸

石砖 
539,969.84 43.00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

司 

销 售 矸

石砖 
99,734.51 -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 售 活

性炭 
48,410,622.50 2,492.00 

本年太钢采购

活性炭增加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销 售 活

性炭 
 4.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销 售 活

性炭 
 -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销 售 涂

料 
46,833.63 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销 售 涂

料 
 6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安泰液压支护

有限责任公司 

销 售 涂

料 
 -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大豪制衣有限

责任公司 

销 售 涂

料 
 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盛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销 售 涂

料 
 2.00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修有

限公司 

销 售 涂

料 
 -   

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劳务费 31,665,290.36 1,308.00 

本年马道头采

购劳务增多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

限公司 
劳务费 709,254.00 -   

同煤浙能麻家梁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 
劳务费 2,812,680.00 -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1,195,878.00  本年新增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1,646.41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

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4,831,335.40 1,558.00 

塔山三盘区材

料配件消耗减

少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修有

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4.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758,572.91 21.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73,569.73 40.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

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料配件 
5,258.16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 售 材 735,983.28 -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元） 

2021年预计发

生额（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料配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运 输 业

务 
3,965,947.30 18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运 输 业

务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 输 业

务 
10,800.40 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

有限公司 

运 输 业

务 
104,729,596.98 9,781.00 

本年运输量增

加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运 输 业

务 
673,424.51 26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

有限公司 

运 输 业

务 
 327.00   

其他关联方 
转 供 水

暖电 
3,737,152.19 712.00   

 

2、关联受托管理/承包及委托管理/出包         

（1）受托管理/承包      

委托方/出包方名称 
受托方/承

包方名称 

受托/承包

资产类型 

本期确认的托管收

益/承包收益（元） 

2021年预

计（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

限公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2 94.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

限公司 
本公司 股权 943,396.23 94.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

电有限公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 9.00  

 

（2）委托管理/出包 

委托方/出包方名称 
受托方/承包方

名称 

委托/出

包资产

类型 

本期确认的托管费/

出包费（元） 

2021年预

计（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

实际发生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大地选煤

工程（大同）有

限责任公司 

选煤厂 
                       

288,984,816.00  

                          

28,993.00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有限公司

生活污水处理

分公司 

污水处

理厂 

                         

4,252,867.92  

                             

425.00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白洞矿业

大同有限公司 

选煤厂 
                        

39,455,104.00  

                           

3,968.00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白洞矿业

大同有限公司 

白洞井

运营维

护 

                       

165,020,000.00  

                          

21,528.00  

本年运营服务

费减少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

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雁崖煤业

大同有限公司 

三盘区

运营维

护 

                       

190,000,000.00  

                          

20,000.00  

本年运营服务

费减少 

本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和创实业

发展大同有限

公司 

金宇高

岭土 

                          

-258,447.92  

                             

100.00  

本年未完成考

核指标，受托

方按比例补足

差额 

本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

集团铁路运营

管理山西有限

公司 

铁路资

产等 

                         

7,376,003.41  

                             

492.00  

本年按经营业

绩计算的浮动

管理费增加较

多 

 

3、关联租赁 

（1）出租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

收入（元） 

2021年预计（万

元） 

预计发生额与实际

发生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

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机器设备   4.00  
本年对方未租赁资

产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138,988.41   122.00  

本年实际租赁资产

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

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机器设备  6,517,759.46   66.00  
本年对方实际租赁

资产增多 

（2）承租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本期支付的租赁

费 

2021年预计

（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实际发生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 
房屋 11,082,814.68 1,10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 
土地 2,253,577.98 225.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 
土地 22,018,348.62 2,23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 
土地 14,678,899.08 1,468.00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

产种类 

本期支付的租赁

费 

2021年预计

（万元） 

预计发生额与实际发生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等 27,280,000.00 2,728.00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

车维修有限公司 
设备 18,849,650.47 2,213.00 本年租赁的设备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设备 2,162.72 0.2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

开发大同有限公司 
车辆 1,830,265.49  本年新增 

4、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984,204.29万元，本公司之子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余额为 38,500.00万元。

存款账户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利率。

2021 年 12 月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订立《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约定协

定存款利率按 1.9%年利率计算。公司在 2021 年 2 月、3 月、9 月分别在财

务公司办理了 10亿、20亿和 10亿的 1年定期存款，存款利率分别为 2.95%、

2.95%和 2.25%。本年公司从财务公司收取的存款利息 25,204.54万元。 

二、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通风钻孔服务费 4,150,446.23 415.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宏勘地质

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钻探费 21,707,315.47 2,17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运行费用 2,434,162.61 24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30,058,585.92 3,00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689,046.90 69.00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24,335.00 2.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29,772,207.95 2,977.00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8,787.69 1.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采购材料配件 1,723,527.00 172.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公司 

大同煤矿供水处实业公司防

冻液厂 
采购材料配件 195,763.81 2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钢管

大同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338,617.19 34.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3,594,476.11 359.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庆物资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140,677.48 114.00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866,070.00 187.00 

山西潞安成品油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234,121.21 23.00 

山西太钢福达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87,287.61 19.00 

山西云雁石化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0,832.88 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煤岩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4,331.80 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6,256.64 2.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星金属

网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66,645.62 17.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蓬璜机械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307,163.72 31.00 

山西省民爆集团大同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配件 340,760.50 34.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双鹰橡塑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12,619.50 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大豪制衣

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配件 863,553.21 86.00 

大同金化材料厂 采购材料配件 6,438,272.77 644.00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材料 2,662,856.42 266.00 

大同市忻华煤机有限责任公

司 
采购材料 1,928,728.96 193.00 

大同市宇泰发展公司钢模板

厂 
采购材料 463,386.84 46.00 

大同市宇泰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414,939.88 14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产品 28,703,342.65 2,87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煤炭产品 4,232,466.10 42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地煤大同 采购煤炭产品 1,490,492.83 149.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有限公司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159,292.04 216.00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141,592.92 214.00 

大同芬雷洗选装备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3,001,057.00 300.0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

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央机厂 
采购设备 170,962,655.08 17,096.00 

大同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 47,026,548.59 4,703.00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

修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50,442.00 15.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 9,282,301.00 92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仓储费 386,399.65 39.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宏勘地质

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测量服务 5,081,695.61 508.00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服务费 806,603.75 8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业大同

有限公司 
电费 266,585,861.16 26,65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

大同有限公司 
保洁服务 1,517,577.89 152.00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396,584.89 240.00 

大同煤矿华源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065,422.93 40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54,136,679.46 5,414.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0,803,390.80 4,080.00 

山西有道诚铸环科建设产业

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14,565,807.10 1,457.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工程服务 232,897,177.22 23,290.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劳务费 117,570,258.13 11,75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

工程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45,425,321.56 44,543.00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139,150.94 14.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

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3,081,788.99 4,308.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矿铁劳务

派遣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101,313.94 21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拓设备

安装大同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4,117,228.43 412.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慧公企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后勤服务费 13,166,208.94 1,317.00 

山西省民爆集团大同有限公

司 
火药代储费 1,185,000.00 119.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 113,207.54 1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服务 355,716.30 36.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威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检测服务 1,622,641.49 162.00 

大同云冈区晋能控股煤业集

团职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75,471.70 8.00 

大同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检验服务 301,519.80 30.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固供水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洗分公

司 

清洗费 84,518.87 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140,562.17 14.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矿山救护警卫消防绿

化费 
1,800,000.00 180.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

责任公司 
劳务费 51,390,597.79 5,13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

工程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劳务费 94,498,239.25 9,450.00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

修有限公司 
劳务费 80,194,212.87 8,019.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429,698.68 43.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塔通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8,167,921.86 81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9,096,461.32 910.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

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费 52,149,478.56 5,215.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华源园林

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费 3,846,256.00 385.00 

山西汾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拆除安装费 2,408,200.00 241.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华源园林 矸石山治理 4,256,163.30 426.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绿化费 4,809,146.12 481.0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煤炭交易费 5,962,950.17 59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水费 6,643,952.59 664.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通信大同

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服务 6,190,744.32 61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退休管理费 460,000.00 46.00 

大同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维修服务 1,376,814.16 138.00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093,646.79 109.00 

大同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540,000.00 254.00 

大同芬雷洗选装备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953,302.00 295.00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111,736.00 511.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261,769.91 26.00 

大同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4,282,123.84 1,428.00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59,891.46 6.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维修服务 8,060,044.31 806.00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1,629,911.50 163.00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 
环评服务 2,066,037.74 20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闻费 16,277.17 2.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费 184,000.04 18.00 

大同地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5,524,783.57 552.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路运营

管理山西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费 14,089,743.39 1,409.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路运营

管理山西有限公司 
培训费 210,141.51 2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

大同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费 4,022,592.08 402.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维护费 24,175,550.96 2,41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勘测服务 333,400.00 33.00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

限公司 
上站费 3,727,469.95 373.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金额（元） 
2022年预测数

（万元）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

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站台管理费 3,736,839.50 374.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发生额（元） 
2022预测金额（万

元） 

晋控唐山曹妃甸区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0,493,765.14  1,93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煤炭经营

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41,308,266.74  13,331.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

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2,980,614.32  2,16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9,941,027.30  2,825.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忻州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5,581,161.13  52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炭运销

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65,765,579.82  34,505.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04,178,541.57  9,82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技术

大同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78,967,265.26  7,450.00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

司 
销售煤炭产品 1,123,330,738.88 153.549.15 

晋控秦皇岛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421,298,428.46  134,081.00  

晋控电力大唐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967,227.64  280.00  

晋控电力塔山发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86,842,172.78  17,626.00  

晋控电力同达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8,773,764.67  828.00  

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374,612.96  224.00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

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3,299,794.32  2,198.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炭运销怀仁

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5,953,274.86  562.00  

大同煤矿集团阳高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609,340.54  246.00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7,289,920.94  1,631.00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3,552,860.23  3,165.00  

山西煤炭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6,962,432.88  1,600.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610,619.47  34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矸石砖 1,602,610.60 160.00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矸石砖 585,769.91 59.00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矸石砖 77,061.95 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销售矸石砖 539,969.84 54.00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

司 
销售矸石砖 99,734.51 10.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活性炭 48,410,622.50 4,841.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销售涂料 46,833.63 5.00 

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劳务费 31,665,290.36 3,167.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

限公司 
劳务费 709,254.00 71.00 

同煤浙能麻家梁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 
劳务费 2,812,680.00 281.00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1,195,878.00 119.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1,646.41 -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

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4,831,335.40 483.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758,572.91 76.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73,569.73 7.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

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258.16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735,983.28 74.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运输业务 3,965,947.30 397.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运输业务 10,800.40 1.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

有限公司 
运输业务 104,729,596.98 10,473.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运输业务 673,424.51 67.00 

其他关联方 转供水暖电 3,737,152.19 374.00 

 

3、本公司委托管理/出包情况表： 

委托方/出包方

名称 

受托方/承包方

名称 

委托/出包资

产类型 

本期确认的托管

费/出包费（元） 

2022年预测金额

（万元） 

同煤大唐塔山煤

矿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大

地选煤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选煤厂 288,984,816.00 28,898.00 

同煤大唐塔山煤

矿有限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

团有限公司生活

污水处理分公司 

污水处理厂 4,252,867.92 425.00 

同煤大唐塔山煤

矿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白

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选煤厂 39,455,104.00 3,946.00 

同煤大唐塔山煤 大同煤矿集团白 白洞井运营 165,020,000.00 16,502.00 



矿有限公司 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维护 

同煤大唐塔山煤

矿有限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雁

崖煤业有限公司 

三盘区运营

维护 
190,000,000.00 19,000.00 

本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和

创实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金宇高岭土 -258,447.92 100.00 

本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铁

路运营有限公司 
铁路资产等 7,376,003.41 738.00 

4、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收入 2022年预测金额（万元）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机器设备 138,988.41 14.00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6,517,759.46 651.00 

5、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支付的租赁费 2022年预测金额（万元）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11,082,814.68 1,10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 2,253,577.98 225.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 22,018,348.62 2,236.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 14,678,899.08 1,468.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

大同有限公司 
设备等 27,280,000.00 2,728.00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

修有限公司 

设备 
18,849,650.47 1,885.0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 2,162.72 0.2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

大同有限公司 
车辆 1,830,265.49 183.00 

三、 关联方及关联方介绍 

1、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

名称 

企业

类型 

注册

地 

法人代

表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元) 

母公司对

本企业的

持股比例

(%) 

母公司对本企

业的表决权比

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晋能控

股煤业

集团有

限公司 

其他

有限

责任

公司 

山西

省大

同市 

王存权 

煤炭

生产

及销

售 

17,034,641,600.00 57.46 57.46 
9114000060216

1688N 

2、 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全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

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

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同煤大唐塔

山煤矿有限

公司 

其 他 有 限

责任公司 

大同市南

郊区杨家

窑村 

宋银林 
煤炭生产

及销售 
2,072,540,000.00 72.00 91140000764654266N 

晋控煤业金

宇高岭土山

西有限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自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的 法

人独资） 

大同市南

郊区塔山

工业园区 

王鹏权 
建材生产

及销售 
263,157,800.00 100.00 911402006666371714 

大同煤矿同

塔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国有

控股) 

大同市南

郊区塔山

工业园区 

曹东升 
建材生产

及销售 
90,000,000.00 86.67 91140211680215178E 

内蒙古同煤

鄂尔多斯矿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其 他 有 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

多斯市东

胜区达拉

特 南 路

102 号 

刘杰 矿业投资 1,200,000,000.00 51.00 91150602676937960W 

晋控煤业金

鼎活性炭山

西有限公司 

有 限 责 任

公司（非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的

法人独资） 

大同市南

郊区泉落

路南 

刘泽 煤化工 354,000,000.00 100.00 9114020005625697X0 

3、 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宏勘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鸿鑫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科工安全仪器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中央机厂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庆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科大煤机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矿山铁路实业公司中富涂料厂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通泰橡胶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晋同线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煤岩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星金属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蓬璜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双鹰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市宇泰化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盛隆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同威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固供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洗分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塑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塔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华源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上海）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炭运销怀仁销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煤炭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安泰液压支护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大豪制衣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永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供应分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分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和创实业发展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忻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电力山西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丰天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电力山西煤炭配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同煤浙能麻家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秦皇岛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阳高热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电力大唐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云雁石化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南郊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聚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雁崖煤业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钢管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铁路运营管理山西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大同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芬雷洗选装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同中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同吉液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力泰机械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钢丝绳（大同）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电业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大地选煤工程（大同）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华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供水处实业公司防冻液厂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金化材料厂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大同煤矿集团矿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智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兴运开发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地煤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拓设备安装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市宇泰发展公司钢模板厂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云冈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职业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宏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忻兴装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通信大同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炭运销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威龙矿用特种车维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有道诚铸环科建设产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慧公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和创矿铁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电力塔山发电山西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云霄高新技术大同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电力同达热电山西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控唐山曹妃甸区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太钢福达发展有限公司 国运联营企业 

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运联营企业 

阳煤忻州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朔煤七环工业信息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汾西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防爆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东华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潞安成品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大同市忻华煤机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省民爆集团大同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省轻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大同地方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日照国贸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同受国运控制 

四、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见公司与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煤业集团”）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以及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签署的具体业务协议。 

    1、对于购买煤业集团服务，公司按综合服务协议计算出的费用及在协

议有关附表中所列明的收费方法把有关款项支付给煤业集团。 

  2、对于购买公司服务，煤业集团按综合服务计算出的费用及在协议有

关附表中所列明的收费方法把有关款项支付给公司。 

  3、对供应有关服务的价格应按照综合服务协议附表所规定的定价标准

确定，该定价标准每年应尽可能地在每一会计年度之前予以计算和估计。

如有需要就任何事项作出修改，双方应签订补充协议。 

  4、若任何根据综合服务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国家定价确定，该



国家定价是指由中国中央政府、省政府、或其他监管部门制定的法律、法

规及规章对该等服务而定下的价格。如果在任何时候，国家定价生效并适

用于某种服务，双方同意该种服务的供应价格应按国家定价确定。 

5、 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况下，有关的收费应以市场价为收费标准。若

任何根据综合服务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格确

定，该市场价应在考虑了下列标准后确定： 

  (1)  一方以前向另一方提供该类服务时所收取的价格； 

    (2) 在大同市或大同市附近地区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的

价格(若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不止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

均数)； 

  (3) 在中国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若提供该类服务

的第三方不止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数)。 

6、 若没有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格时，有关的收费按双方同意的协议价格。

协议价格按照一方供应该服务的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 

7、服务费用应以综合服务协议所列结算方式为原则进行结算支付，如

提供或接受具体服务需要，双方也可参照供应有关服务的一般业务惯例进

行结算支付。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是基于市场公平的原则，以协议、合同形式进行的，有

利于公司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对与煤业集

团的交易，在签署有关协议时，双方遵循公平市场价格的原则，对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了保护；不会对煤业集团形成较大的依赖。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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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