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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17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追加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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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

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是为确保公司的市场经营持续稳定运行而进行的，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交

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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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部分予

以追加确认，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4名非关联董事

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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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

部分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各项交易均按照公允的定价

方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追加确认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超额部分均属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

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且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加确认，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加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概述 

2021年，因业务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部分关联公司发生了超出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合计 29.94 亿元的购销及其他业务。该部分交

易是为保证公司正常业务需求发生的交易，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因此公司董事会

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进行追加确认。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 年预计发生金额 2021 年实际发生金额 超出金额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

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3,000.00 3,660.29 660.29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

司 
购销业务 120,000 173,454.38 53,454.38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

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30,000 46,935.33 16,935.33 

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800.00 1,889.94 1,089.94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0,000.00 17,163.01 7,163.01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购销业务 2,000.00 7,522.12 5,522.12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

公司 
购销业务 2,000.00 8,768.71 6,768.71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4,500.00 8,249.65 3,749.65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

公司 
购销业务 800.00 1,068.33 2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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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00.00 212.05 112.05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188.79 2,188.79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72.57 272.57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销业务  291.61 291.61 

山西宇光电缆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00.66 100.66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791.91 1,791.91 

山西潞安广源工贸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90 2.9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7,136.65 7,136.65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262.65 2,262.65 

浙江汾西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5.40 15.40 

山西西山煤电福利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01 2.01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499.65 499.65 

山西焦煤集团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购销业务  22.51 22.51 

霍州煤电集团亿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13.27 113.27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鑫峰煤业有限

公司 
购销业务  1,839.62 1,839.62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世纪金鑫煤业

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839.62 1,839.62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1,037.74 11,037.74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盂县恒泰新胜煤业

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226.42 1,226.42 

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 
购销业务  0.26 0.26 

山西路桥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0.03 0.03 

晋中乾通物流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68.92 68.92 

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531.02 531.02 

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63,635.97 63,635.97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购销业务  67,265.22 67,265.22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0,018.16 10,018.16 

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购销业务  4,715.08 4,715.08 

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贸易

分公司 
购销业务  2,265.01 2,265.01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

限公司 
购销业务  628.41 6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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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煤电集团云厦白龙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煤炭贸易分公司 
购销业务  1,192.04 1,192.04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上炭水煤业

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338.49 338.49 

山西山煤物资采购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2,040.91 2,040.91 

山西中圭能源有限公司 购销业务  1,422.08 1,422.08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购销业务  523.79 523.79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左云分公

司 
购销业务  987.91 987.91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0.00 369.02 269.02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000.00 10,673.70 2,673.70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00.00 1,142.38 642.38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4,200.00 4,982.92 782.92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

煤厂长子分厂 
接受劳务 2,900.00 3,471.51 571.51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89.80 689.8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08.98 108.98 

西山煤电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28 20.28 

山西凯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4.90 4.90 

山西省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特种爆破服

务分公司 
接受劳务  13.68 13.68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1.81 11.81 

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19.88 19.88 

山西省煤炭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60.09 60.09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8.04 8.04 

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41 5.41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379.32 379.32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136.65 7,136.65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原广告

设计分公司 
接受劳务  0.48 0.48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79 2.79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 接受劳务  737.82 7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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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山西潞安检测检验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8.88 18.88 

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6.51 36.51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3.25 223.25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28.86 728.86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53.42 353.42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765.80 1,765.80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128.83 128.83 

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5.09 15.09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4.14 14.14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04 7.04 

秦皇岛市晟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关联

方办公楼 
 6.19 6.19 

合计   188,900.00 488,338.56 299,438.5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因关联人数众多，对与单一法人主体发生交易金额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披露标准的，单独列示关联人信息，其他法人主体以同一控制为口径合并列示。 

1、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争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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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2月20日                                                                                                        

注册资本：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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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加工：精煤；销售：原煤、焦炭、生铁、精煤、中煤、煤泥、焦

粒、焦粉、精矿粉、钢材、硅锰合金、不锈钢材、镍铁、铬铁、镍矿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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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3、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忠杰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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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4、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红武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危险化学品（硫酸、盐酸、硝酸、

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液氨、硫磺、二硫化碳、碳化钙、甲醇、乙醇、乙醇

溶液、苯、粗苯、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焦油、洗油、粗蒽、丁烯二酸酐、

萘、煤焦沥青、丙酮、石油醚、甲基叔丁基醚、杂酚、粗戊烷、醋酸乙烯、丁二

烯、丁酮、异丙醇、二甲苯、三甲苯、轻油、脱酚油、碳8、溶剂油）、石油焦、

石脑油、凝析油、煤炭、木材、钢材、铁矿石、水泥的销售；汽油、煤油、柴油

批发业务；成品油（燃料油）进口及销售，纸浆、纸张的进口及销售；机电产品

的进、出口及销售；货物代理及咨询,油罐租赁，甲醇锅炉燃料。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https://www.qcc.com/firm/319b5f0928fb103f61aaec1c77a9b4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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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郝红光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再生资

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润滑油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肥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木材销

售；国内贸易代理；金属矿石销售；矿山机械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汽车

新车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7日 

注册资本：15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旭芳  

经营范围：焦炭生产、销售；煤炭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一分厂焦

油21357吨/年，粗苯6600吨/年，硫磺732吨/年，煤气2.6亿Nm3/年 ；二分厂焦

油38410吨/年，煤气4.03亿Nm3/年）；食品经营；润滑油销售；道路货物运输。

（许可项目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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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1日 

法定代表人：齐刚  

经营范围：在公司范围内为公司承揽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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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firm/8737443ef03b237734675a8bb8f671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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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7月28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峰革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热力、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销售：

粉煤灰及其制品，硫酸铵，石膏及其制品、再生水、材料设备；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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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程俊阳  

经营范围：襄垣县县域范围内煤层气（天然气）输气管网规划、设计、建设

的组织经营管理；煤层气（天然气）对外专营的管理实施；煤层气（天然气）输

送、配送、储运的管理；煤层气（天然气）开发利用与咨询服务；煤层气（天然

气）加气站建设的组织管理；城镇燃气经营；煤层气（天然气）汽车改装的管理

服务；压缩煤层气（天然气）、液化煤层气（天然气）运营管理；燃气灶具、材

料、设备和配件的销售；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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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华新城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8日   

注册资本：10,820万元 

法定代表人：兰海奎 

https://www.qcc.com/firm/e4d2aa6187476765b7a6a4ac2e55dc9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717a0c26e72288d3935ebc9dc91fe96.html
https://www.qcc.com/firm/4584a372b8437e7bb4ad2e37b879aff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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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产业扶贫开发与合作；农作物种植与销售；农副产品存储与销售；

动物饲养场：水产、家禽养殖；水产、家禽销售；食品经营；住宿服务；生态观

光旅游；农村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园林绿化工程及技术服务；农业项目开发；生

态农业配套设施经营；土地荒漠化治理、环境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现

状的研究与咨询；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饮料制造；农副

产品加工；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者禁止的技术和商品除外)；粮食收

购与销售；棉花收购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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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1、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5月2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建梁 

主营业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五金、水暖管件、建材零售；燃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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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12、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7日 

注册资本：107,799.9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飞 

经营范围：采掘设备、输煤设备、辅助运送设备、电器成套设备、露天采掘

设备、洗选设备、煤焦设备、煤炭气化设备、工矿配件、减速机、防爆电气、冶

炼设备、金属轧制设备、润滑液压糸统、建筑工程机械成套设备、工业专用设备

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及技术改造和咨询服务；金属工具制造及销售（除武

术器械和用品、专用刀具）；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工业原辅材料、

建材（除木材）的销售；机械加工及金属表面处理和热处理；煤炭批发经营；机

械设备租赁；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进出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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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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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煤机有限公司 

 

13、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3年7月5日 

注册资本：127,989.939247万元 

法定代表人：黄跃明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承办中外合资经

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焦炭，煤气，洗精煤，煤气表，灶，管，

建材，苦荞醋，盒子房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煤气技术咨询、管网设计、安装维

修；汽车运输；通讯、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应用；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只

限分支机构）；住宿服务（仅限分支机构）；食品经营：餐饮服务（只限分支机构）；

钢材、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工矿设备及配件、铁矿石、电缆、化工产品

及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煤炭，焦炭批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汽车

修理与维护、汽车配件及润滑油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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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山西宇光电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1日 

注册资本：10,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小健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生产、销售、安装；废旧线缆、线盘回收、利用；货

物进出口；橡胶制品、金属材料、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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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城宇光实业有限公司 

 

15、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7月19日 

https://www.qcc.com/firm/8dc25a41c82fa17f6cdeb98e4a533b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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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99,140.92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志清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只限分支机构）；煤炭洗选；煤焦冶炼；洁净煤技术

的开发与利用；煤层气开发；煤矸石砖的制造；煤炭的综合利用；气体矿产勘查、

固体矿产勘查、地质钻探。住宿、餐饮、会务、旅游服务（只限分支机构）。销

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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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山西潞安广源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5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4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武文帅 

经营范围：托辊修造； 钢管快速连接件、矿山支护产品及配件制造；建材、

矿用设备生产；托辊、精煤、泥煤、中煤、建筑材料、五金产品（不含油漆）、

电料、工矿用品、日用百货、劳保用品、矿山配件、水暖器材、生铁、铁矿石、

钢锭、钢材、钢坯、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矿用设备、钢管快速连接件、

组装高压管总成及高压胶管总成、润滑油、洗煤设备及配件、化工产品（不含易

燃易爆品、兴奋剂、危险剧毒品及危险化学品）销售；煤炭洗选业；房屋场地租

赁、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周转材料租赁；机动车维修：三类汽车维修（发

动机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矿井设备和工具修理；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销售；物业服务；家政服务（不含中介）；建

设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矿

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水电暖设备安装；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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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能化生产服务有限公司 

 

17、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5年8月04日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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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存权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

工业设备（含锅炉、电梯）安装、租赁，特种设备安装；生铁冶炼；建材生产；

仪器仪表制造、维修；专网通讯，基础电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饮用水供水及工业用水生产、销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术咨询；造林绿化、林木

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开发；食品经营、住宿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

服务；地质勘查，地质水文勘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

按许可证、特行证经营，而证件又直接核发给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仅限相应持

证单位经营，其他单位不得经营）；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物业服务；污水处理；供暖设备安装、维修服务；煤炭洗选加工；矿山救护服务

及专业人员培训；仪器仪表的检测服务；房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

疗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资产管理；自备铁路的维护；会议、会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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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178,980万元 

法定代表人：康日霞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以自有资金对煤炭企业、电力企业项目的投资及

经营管理；林木种植；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机械加工及修理；工程建筑安装；

煤炭副产品开发利用；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煤矿设备

的销售；自备铁路管理及养护，旅游项目开发及管理；煤炭批发经营；锅炉安装、

改造、维修。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9、浙江汾西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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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兰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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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5G通信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

云计算设备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

家用电器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数字内

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据处理服务；矿山机械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安防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

金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冶金

专用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包装材料及

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服装服饰批

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通讯设备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通

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气设备修理；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维修；会议及展览服务；金属工具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

业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山西西山煤电福利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8日 

注册资本：22,23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朝喜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床上用品、服装鞋帽、菱形网编织机、瓦型铁、塑钢

门窗、皮革制品、润滑脂(油)、日用化学品、五金、工矿设备配件、油漆、混凝

土路面砖、小型水泥制品、支护材料的加工及销售；劳动防护用品、注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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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降尘剂、水处理剂、煤制品、文化用品、苗木花卉的销售；矿山采掘及洗选

设备、煤矿设备、普通煤矿机械、普通机电设备的维修；室内装潢；织布；普通

货物的装卸；道路货物运输；洗染服务；保洁服务；消防技术服务：消防设施维

护、保养、检测；消防器材、安防系统设备、档案用品的销售；照明灯具、矿灯

充电架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照明工程的设计、安装、维修；档案室设计、

装修；档案整理服务、档案数字化服务、档案装裱及修复服务；保健按摩；汽车

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注塑电缆钩、炮泥的生产及销售；牌匾制作；绿化服务；

建筑材料、橡胶制品、电器产品、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水暖设

备、钢材、桶装润滑油、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电缆生产及电缆的修理、加工、

销售；非标件、金属结构件、普通机械、塑料矿用制品、皮带扣、订扣机、金属

网的加工；铸造；矿灯、蓄电池的生产销售；电镀加工；其他印刷品印刷；广告

设计、制作、牌板喷绘；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耗材销售；煤炭批发；房屋

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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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西山煤电新产业有限公司 

 

2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4月26日 

注册资本：409,656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洗选加工；电力业务：发供电；电力供应：电力采购

与销售；电力设施承运承修；电力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设备清洗；保洁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化验；机电修理；普通机械加工；节能改造；新

能源管理；矿山开发设计施工；矿用及电力器材生产经营；矿产资源开采：煤炭

开采（仅限分支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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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山西焦煤集团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4月11日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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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鹏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评价业务；家禽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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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国内贸易代理；装卸搬运；技术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木制容器制造；木制容器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蔬菜种植；水果种植；薯类种植；谷物种植；

花卉种植；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仪器仪表销售；软件开发。（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省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23、霍州煤电集团亿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8月5日 

注册资本：2,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国庆 

经营范围：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防爆电气及配件、高低压输配电成套 

设备及配件、防爆胶轮车、低速电动车及配件、充电桩、特种结构汽车 、矿用

工业自动化控制及监测监控系统、地面、井下人员定位、通信系统、安防工程设

计；生产：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防爆电气及配件、高低压输配电成套设备及配件、

防爆胶轮车、低速电动车及配件、充电桩、特种结构汽车、矿山机电设备及配件；

销售：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防爆电气及配件、高低压输配电成套设备及配件、

防爆胶轮车、低速电动车及配件、充电桩、特种结构汽车、矿山机电设备及配件、

水处理设备、医疗器械、煤炭、钢材、电线电缆、保洁车辆；维修：防爆电气、

低速电动车、压缩机械，采、装、掘机械配件、防爆胶轮车、开关电气设备、矿

山机电设备及配件；租赁：防爆胶轮车、开关电气设备、矿山机电设备及配件。

售后服务：防爆胶轮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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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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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鑫钜煤机装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4、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鑫峰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6日 

注册资本：6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闫振旺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动）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5、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世纪金鑫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5008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增勇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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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6、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7月30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岩  

经营范围：销售：焦炭、铁矿石、铁粉、水泥、洗精煤、中煤、煤泥、煤矸

石、生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有

毒品）；煤炭运销；煤炭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仅限分公司

经营）；（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27、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盂县恒泰新胜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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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建斌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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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盂县恒泰煤炭实业有限公司 

 

28、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月17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庆贺 

经营范围：废矿物油（HW08含油污泥、浮渣、沉渣、过滤黏土和沉积物等

除外）的收集、贮存、利用、加工；销售：润滑油、润滑油基础油、化工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外）、石油制品（除成品油外）、燃料油以及工业油料；废弃包装物、

容器、加工再利用；危险货物运输、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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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文旅新能集团有限公司 

 

29、山西路桥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6月22日 

注册资本：26,448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红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市政工程；

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环保工程；大型机械租赁；筑路机械维修；筑路材料

销售；公路标志、标线、防护栏、隔离栅、防眩板工程施工及安装；试验检测；

建筑材料生产、安装、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合料、混凝土

构件加工、销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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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晋中乾通物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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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6年5月27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邓晋红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清运）；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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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煤炭及制品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汽运集团晋龙捷泰运输贸易有限公司 

 

31、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8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甄裕  

经营范围：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设施安装、维

修、试验；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

（不含危险品）；电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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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2、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2月20日 

注册资本：7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军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煤制品、钢材、金属材料、铁矿石、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工产品）、日用品的销售（含网上）；煤炭洗、选、配加工（仅限设立分

公司时使用）；煤炭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煤炭信息咨询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取得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后，

方可经营）；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的租赁与维修；上述经营项目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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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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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6月22日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永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矿山机械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

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

肥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非食用盐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汽车新车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

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化妆品批发；母婴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货物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贸易经纪；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分支机构经营】；酒类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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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7月8日 

注册资本：116,623.75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天罡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港口经营；检验检

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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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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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煤炭洗选；矿物洗选加工；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

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港口货物装卸

搬运活动；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标准化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 

 

35、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月19日 

注册资本：8,6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郑新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

路运输；检验检测服务；药品零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建设工程施工；包装

装潢印刷品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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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水泥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木

材加工；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煤炭洗选；矿物洗选加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装卸搬

运；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日用产品修理；仪器仪表修

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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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贸易分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9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巨鹏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共铁路运输；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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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气设备修理；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装卸搬运；木材加工；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37、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5月2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廷龙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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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38、霍州煤电集团云厦白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贸易分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7月26日 

法定代表人：冷学理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煤炭加工；煤矿技术服务；

机电设备维修；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以自有资金对煤炭行业的投资；

经销精煤、煤炭、煤炭副产品、矿山专用设备及零配件、洗煤设备及零配件、电

气设备及零配件、采煤机设备及零配件、仪器仪表设备及零配件、电线电缆、阀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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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云厦白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2bfb7ef69fcba6cd40028fa06bad39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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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上炭水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6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华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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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40、山西山煤物资采购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4月2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楠  

经营范围：钢材、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铁矿石、石膏、铁矿粉、木

材、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建筑材料、铝矾土、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塑料制品、五金交电、办公用品、煤炭、焦炭的销售；煤矿设备租赁；企

业管理咨询；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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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1、山西中圭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2月24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孟喜贵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食用农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

线、电缆经营；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

售；合成材料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润

滑油销售；肥料销售；矿物洗选加工；煤炭洗选；矿山机械销售；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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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五金产品批发；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住房租赁；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文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2、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五平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设施的设计、改造、运营、管理；科技技术的咨询、设

计、开发、转让、服务；地质勘探、物探工程；测绘技术服务；检测检验技术服

务；物流园区的设计、规划；建筑工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计算机系统

集成；生态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安防工程；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的销

售与租赁；矿用机电设备、采掘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安装、维修；

矿用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选煤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电

光源、电器及照明灯具的销售；节能环保产品的销售、设计、安装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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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3、、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左云分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31日 

法定代表人：薛援朝 

经营范围：煤矿生产技术管理与服务、经公司授权承揽业务、机电设备维修

及租赁、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煤质化验、煤炭洗选及加工；销售煤炭、钢材、

五金产品、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易燃易爆有毒品）、建筑材料、文

具用品、办公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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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44、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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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候湘东 

主营业务：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通信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铁路工程施

工；土木工程建筑；地基处理、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路基交通工程、输变电工

程、特种工程、模板脚手架、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压力管道施工；安全技术防范

设计、安装工程；电力承装（修、试）；地质灾害防治；建筑节能；对外承包工

程；出口工程材料、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

和禁止的除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防雷工程、检测；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检测；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房地产

开发、房地产经纪服务；工程机械设备、机具的制造、销售、维修、租赁及技术

服务；钢结构构配件的生产、销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维修；中央空调设备

的维护；建材鉴定检验；商品混凝土；沥青混凝土制品加工；非标制安；批发零

售五金交电、建材、装潢材料、水暖器材；建筑模板的生产及销售；物业服务；

家政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品）；食品经营；计算机网

络工程及软件开发；代理记账；会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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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5、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瑞琪 

主营业务：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

公用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四项施工按资质证经

营)；消防工程设计及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电缆电缆、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橡胶制品、科教器材、消防器材的销售；消防

设施维护、保养及检测；灭火器维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

https://www.qcc.com/firm/46b112db5783b976336d67d8a87b8f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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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8月10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海冰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汽车租赁；食品经营：餐饮服务；餐饮管

理；城市生活垃圾：清扫、运输；房屋、公共市政设施管理；道路清扫服务；清

洗服务；城市停车场服务；环境工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钢材、建材、五金交

电、日用百货的销售；盆景、花卉的种植、租赁与销售；园林绿化工程；酒店管

理；消杀服务；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展览展示策划；会议服务；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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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7、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郭峰林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电力业务：发供电；电力供应：电力采购与销售；

电力设施承运承修；电力设备及配件销售；设备清洗；保洁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化验；机电修理；普通机械加工；节能改造；新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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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山西省安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911 月 20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利民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电气安装服务；民用核安全设备安装；建设工程施工；

https://www.qcc.com/firm/637f019a40b4de9f16b8cb25f07aedd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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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公路工程监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

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设工程监理；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

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种设备设

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大型游乐设施制造；特种设备制造；安全生产检验检测；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安全评

价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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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城乡市容

管理；专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对外承包工程；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专业

设计服务；市政设施管理；电气设备修理；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机械设备研发；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特种设备销售；特

种设备出租；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

全系统监控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护监测；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金属结构制造；砼结构构件制造；固体废物治理；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消防技术

服务；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9、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凌翔 

https://www.qcc.com/firm/ed99b2f7c0ad4ebea41d0e75e0ee9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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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

程施工、预拌商品混凝土、市政公用施工、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设计；环保工程；苗木种植销售；石油化工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特种设备（电梯）安装及维修；道路货物运输（以上凭有效资质证或许

可证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房地产经纪；环保设备、

机电设备研制研发及销售；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铁路配件、机械设备及维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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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0、西山煤电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6日  

注册资本：21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卫平 

经营范围：煤矿工程设计，建筑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察设计，燃气工程设

计，非标机械设计，输配电工程设计及新技术研究开发应用，工程技术咨询，工

程造价咨询，建材，钢材，普通机械产品，水暖器材销售，打字，复印，晒图。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51、山西凯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5月19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吕珺  

经营范围：动漫设计；摄影摄像服务；影视策划；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传送；

电影发行；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咨

询；会议服务；软件开发；婚庆服务；网页设计、制作；摄影器材租赁；计算机

系统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摄影器材、玩具、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不含弩）、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珠宝首饰、

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的销售（含网上）；计算机软硬件、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出版物零售；电子出版物发行；娱乐场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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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厅；广告业务；工艺美术品的设计及销售；电子设备租赁；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设计、安装、监理、运营；增值电信业务；音响设备、照明设备的租赁、销

售及安装；房屋租赁；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策划；建设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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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丰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2、山西省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特种爆破服务分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8日  

法定代表人：郭双建  

经营范围：在总公司经营范围内为总公司承揽业务并财务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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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省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53、山西省煤炭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3月26日  

注册资本：2,006.975483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六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业；矿产资源勘查；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安全评价业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建筑智

能化系统设计；安全生产检验检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河道采砂；电气安

装服务；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测绘

服务；建设工程施工；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文件、

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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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矿业权评估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基础地质勘查；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地质

灾害治理服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人防工程设计；

煤炭洗选；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规划设计管理；资源循环

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水污染治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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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土地调查评估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固体

废物治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水环境

污染防治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选矿；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资产评

估；环保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4、、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6月08日  

注册资本：618万元 

法定代表人：郝毅民 

经营范围：承揽本公司《工程监理资质证书》核定范围内的工程监理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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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辰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55、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9月8日  

注册资本：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小健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建筑工程、构件、制品以及材料的检测试验；金

属、金属焊接件探伤检测；室内环境检测；人工地基检测；土工检测；特种设备

无损检测；电气检测；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矿用材料检测；机电设备安装检测；

公路检测；防雷装置检测 

控股股东：晋城宇光实业有限公司 

 

56、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4月7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祁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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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国内外煤炭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总承包；设备、材料出口；

外派劳务；智能民用建筑、市政工程、压力容器设计；环保污染治理及评估、技

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软件开发、研制；煤炭设备及配件的批发零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工程招标代理；政府采购招标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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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7、秦皇岛市晟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1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茂生  

主营业务：房地产投资、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铝合金门窗、塑钢

制品的安装；建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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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山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8、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原广告设计分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30日 

法定代表人：雷润民 

主营业务：广告业务：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印刷；LED电子屏组装制作；

喷绘；文化用品、日用品、工艺品的销售；计算机集成与维护；工矿物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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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9、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1,062,322.99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械修造；批

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外）；道路货物运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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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仅限本公司及下属

分支机构取得相关特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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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60、山西潞安检测检验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10日 

注册资本：15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清平  

主营业务：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检验检测、计量认

证：煤矿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煤矿仪器仪表安全检测及计量检定、校准，一般仪

器仪表检验检测及计量检定、校准；煤矿安全技术咨询服务；企业节能评估、节

能监测及节能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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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7月26日 

注册资本：1,765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怀耀  

主营业务：工程建设监理及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建设项目环境监理；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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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62、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1年9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祁立柱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建筑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建筑

https://www.qcc.com/firm/56e4ec92c43edc0b14dff26af71a98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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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甲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技术服务）；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贰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特种设备）；房地产开发贰级；展

馆陈列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总承包；

锅炉安装改造维修许可；压力管道安装：压力管道GB1、GB2、GC2级；电力设施

承装四级，承修类四级；承试肆级；预应力混凝土施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

计、安装、监理、运营；工业设备、空调的安装维修；水、暖、电、锅炉的安装、

改造、维修；建筑劳务分包；批发、零售：建材、三钢工具、五金交电、装潢材

料、金属材料（除贵稀金属）、油漆涂料；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运输吊装；机械

设备修理；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构件制作；房屋修缮；室内外线路安装。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工程设计市

政行业乙级；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房屋

拆除工程；古建筑文物保护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土石方工

程；特种设备安装：电梯安装；金属门窗制作、安装；无损检测；体育设施工程。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工程；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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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1年5月9日 

注册资本：222,941.401913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精煤、焦炭、动力煤及煤

化工产品等）、煤炭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危险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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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工业盐、农副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建材（木材除外）、五金交电、塑

料制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力业务；发供电；进出口业务；种植业、

养殖业；技术开发与服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节能技术服务；普通仓储；投

资煤炭、焦炭、煤化工生产、贸易型企业及其他实业；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服务，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及相关咨询业务，与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非金融）；远洋货物运输（国际远洋船舶运

输）、国内水路运输（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船舶维修及检验

（船舶维修）；润滑油（危化品除外）、物料备件批发及供应（润滑油、备件的代

理）；船舶买卖、租赁、运营及资产管理（非金融）；其他船舶管理服务；国际、

国内船舶管理业务；信息咨询（船舶维修、船舶运输业务的咨询服务）；外事咨

询服务；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住宿、餐饮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会展会务服务、汽车租赁、保健、美容美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硝

酸钴、硫酸镍、氯化镍、硫酸钴、氯化钴的批发（无存储，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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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4、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海兵  

经营范围： 煤矿科技技术的咨询、服务、设计、研发、转让；节能生态环

保技术的咨询、设计、服务、改造及系统运营；信息系统、通信系统及工业自动

化系统的规划、设计、集成、工程总承包和运维服务；矿山工程、地质勘探工程、

物探工程、勘察工程、岩土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矿用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矿山特种车、煤矿机械的研发、制

造、销售；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煤基新材料技术研发、制造、销售（危险化学品

除外）；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

成；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维护；企业形象策划；

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房屋租赁；

会议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培训服务（不含营利性民办学校、营利性民办技工院校

https://www.qcc.com/firm/153500cd5ba813e21c74a57af442370e.html


 

 34 

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所列培训内容）；化工材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液压支架用浓缩液、乳化油、防冻液（不含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及销售；机电设备（特种设备除外）租赁、维修、安装及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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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65、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2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邢六斤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各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市政公用、冶

金、机电、电力、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钢结构、公路路面、公

路路基、机场场道、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环保、炉窑、消防、古建筑、电

子与智能化、园林绿化、防水防腐保温、城市及道路照明、地质灾害治理、压力

管道安装、特种工程专业承包；桥梁、隧道、铁路、水利工程施工；空调及电梯

安装；楼宇自动化系统、建筑节能、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施工；起重设备安装、

维修及技术服务；钢结构构件及配件的生产、销售；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生产、

批发、零售：建筑材料；非标准件制作；地基结构加固处理；建材检验检测；建

筑科研；工程勘察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及监理；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自

有房屋租赁；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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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2年2月28日 

注册资本：37,002.94万元 

法定代表人：岳学功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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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67、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新华 

主营业务：商品的电子交易及结算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

货运站货场经营及管理；煤炭、焦炭、钢材、建材（木材除外）、金属制品、化

工产品（危化品除外）、铁矿石、铁矿粉、燃料油、石油焦、润滑油、酒、机电

设备、五金产品、农副产品、汽车、日用品、计算机产品及辅助设备销售；进出

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综合布线、

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商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IT运维服务及网络技术支

持；会展服务；户外广告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高科

技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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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大宗商品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68、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16日 

注册资本：29,000.41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虎森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焦炭、煤炭销售；普通机

械制造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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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e39b626be1a4cea92b6ba2e38c10d8ba.html
https://www.qcc.com/firm/baa9f7ba0352452461f0ff951e894b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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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宇光电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广源工贸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浙江汾西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福利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亿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鑫峰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古交世纪金鑫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临汾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盂县恒泰新胜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路桥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中乾通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煤焦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焦销售日照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霍州中冶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贸易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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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州煤电集团云厦白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贸易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上炭水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山煤物资采购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中圭能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左云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西山煤电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凯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民爆集团有限公司特种爆破服务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煤炭规划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诚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太原广告设计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检测检验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秦皇岛市晟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公司与上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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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是为确保公司的市

场经营持续稳定运行而进行的，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和独立意见； 

3、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