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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用靖煤集团及子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单位煤炭运销公司、全资子公司白银兴安矿用产品

检测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靖煤晶虹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晶虹能源”）日常经营、办公以及职工用餐和集体活动的场所、

场地需要，公司及煤炭运销公司、兴安公司、晶虹能源与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靖煤集团”）及靖煤集团全资子公司甘肃靖煤晶虹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晶虹置业”）签订了《资产租赁合同》，租用靖煤集团和晶虹置业

部分房屋和地面构筑物资产及相关配套设施，每年签约合同总价 5,889,885.84

元，其中，公司及下属煤炭运销公司签约合同价 5,177,301.84 元，兴安公司签

约合同价 445,176元，晶虹能源签约合同价 267,408 元。 

2、本次交易对方靖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晶虹置业为靖煤集团全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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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3年 1月 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租用靖煤集团及子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苟小弟、陈虎、



高宏杰、张锋刚、张得君、邵嗣华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400224761810J 

法定代表人 杨先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设立时间 1990 年 7 月 7 日 

注册资本 188720.52 万元 

注册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 

 

 

 

经营范围 

煤炭生产、销售、运输；煤炭地质勘查；工程测量；普通货物运

输；设备租赁；住宿；餐饮；烟；白酒、啤酒、果露酒；房屋租

赁；印刷品、出版物经营；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工矿配件、机电产品（不含小汽车）、五

金交电的批发、零售；机械产品、矿山机械、矿山机电产品的生

产、销售、维修；供水、供电；文体用品、日用百货销售（以上

经营分支机构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2、靖煤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与本公司股权关系如下图： 

 

3、靖煤集团是甘肃省重要能源企业，始建于 1958 年，2001 年 8 月实施债

转股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11 月更名为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截止 2022 年 9月 30日，靖煤集团资产总额 22,536,977,288.95

元，净资产 10,494,612,045.46 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5,047,358,923.06



元，净利润 369,979,418.23 元。 

4、靖煤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甘肃靖煤晶虹置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甘肃靖煤晶虹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403MAC3ATWX9B 

法定代表人 段永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设立时间 2022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壹亿伍仟万元整 

注册地址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街道长征东路 809 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

民用机场建设);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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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土地使用权

租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针纺织品销售;化妆品零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销售;美甲

服务;融资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企业管理

咨询;餐饮管理;招投标代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财务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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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晶虹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靖煤集团全资子公司。 

3、晶虹置业成立于 2022 年 11 月 10日，主要由原甘肃靖煤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甘肃天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甘肃德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及靖

煤集团其它资产及人员组合而成，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商贸物流

等，公司设三部一室（即：党群工作部、综合办公室、经营管理部、资产财务部），

下设靖煤晶虹房地产公司，酒店管理分公司和商贸分公司。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晶虹置业资产总额 543,918,115.79 元，净资产 366,753,883.04 元，实

现营业总收入 7,199,444.15 元，净利润-5,450,711.53 元。 

4、晶虹置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房屋、建筑物 



（1）公司及煤炭运销公司租赁标的 

（2）晶虹能源租赁标的 

序

号 
名称 出租方 其中：房产 

租用计价面

积(M2) 
用途 租赁期限 

1 办公楼 晶虹置业 
一、二、三、

四层 
1,238 晶虹能源办公楼 2023.1.1-2025.12.31 

（3）兴安公司租赁标的 

序

号 
名称 出租方 其中：房产 

租用计价面

积(M2) 
用途 租赁期限 

1 办公场所 晶虹置业 
兴安公司办

公楼 
1,316 兴安公司办公 2023.1.1-2025.12.31 

2 办公场所 晶虹置业 
兴安公司办

公楼 
745 兴安公司办公 2023.1.1-2025.12.31 

-- 合计 -- -- 2,061 -- -- 

2、配套设施及其他相关资产：上表所列房产周边必要的院落、院内道路及

其地面草坪、树木、路灯和其他附着物等，以及与租赁资产使用密切的其他相关

资产。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序

号 
名称 出租方 其中：房产 

租用计价面

积(M2) 
实际使用单位及用途 租赁期限 

1 办公场所 靖煤集团 办公楼 5,526.63 

公司本部办公楼三层、

四层、五层、六层、副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2023.1.1-2025.12.31 

2 办公场所 靖煤集团 
小车队办公

楼 
1,065.21 

公司本部小车队办公及

停放车辆 
2023.1.1-2025.12.31 

3 档案中心 靖煤集团 档案室 1,430.48 
公司档案室办公及档案

管理 
2023.1.1-2025.12.31 

4 会议中心 靖煤集团 会议中心楼 1,478.80 公司本部机关调度中心 2023.1.1-2025.12.31 

5 保卫处 靖煤集团 

保卫处办公

楼、车库、

门房等 

1,018.87 公司保卫处办公 2023.1.1-2025.12.31 

6 文体中心 晶虹置业 文体大楼 7,669 公司举办职工文体活动 2023.1.1-2025.12.31 

7 晶虹宾馆 晶虹置业 

晶虹宾馆

一、二、三

层 

2,980 公司机关食堂 2023.1.1-2023.12.31 

8 办公场所 晶虹置业 
运销公司大

楼 
2,800 煤炭运销公司办公 2023.1.1-2025.12.31 

-- 合计 -- -- 23,968.99 -- -- 



本次租赁定价以白银市平川区当地租赁市场价为依据，综合考虑本公司租赁

的便利性和用途的适当性，经双方协商，确定实际租赁价格为 18元/M2。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煤炭运销公司、兴安公司、晶虹能源与靖煤集团及晶虹置业签订《资

产租赁合同》，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租赁资产及配套设施、建筑、构筑物或设备的名称、数量与用途和租赁

期限参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租金数额、结算方式及交纳期限： 

（1）公司及煤炭运销公司：按照租赁范围内的房产及构筑物面积即

23,968.99 平方米（其中，公司与靖煤集团签订租赁面积 10,519.99 平方米，与

晶虹置业签订租赁面积 10,649 平方米，煤炭运销公司与晶虹置业签订租赁面积

2,800 平方米）为计算依据，经甲乙双方确定，租金计算标准为 18 元/月.平方

米，每年合计交付租金 5,177,301.84 元（其中，支付靖煤集团 2,272,317.84

元，支付晶虹置业 2,904,984 元）。其余院落及附属设施如围墙、院内植被及其

它附着物，亦即本合同第一条之第 2、3 项规定的租赁资产由乙方无偿使用，乙

方不再承担租金。租金按季支付，支付时间不晚于每季度的最末一工作日。 

（2）晶虹能源：按照租赁范围内的房产及构筑物面积即 1,238 平方米为计

算依据，经甲乙双方确定，租金计算标准为 18 元/月.平方米，每年合计向晶虹

置业交付租金 267,408元。其余院落及附属设施如围墙、院内植被及其它附着物，

亦即本合同第一条之第 2、3 项规定的租赁资产由乙方无偿使用，乙方不再承担

租金。租金按季支付，支付时间不晚于每季度的最末一工作日。 

（3）兴安公司：按照租赁范围内的房产及构筑物面积即 2,061 平方米为计

算依据，经甲乙双方确定，租金计算标准为 18 元/月.平方米，每年合计向晶虹

置业交付租金 445,176元。其余院落及附属设施如围墙、院内植被及其它附着物，

亦即本合同第一条之第 2、3 项规定的租赁资产由乙方无偿使用，乙方不再承担

租金。租金按季支付，支付时间不晚于每季度的最末一工作日。 

3、租赁资产的维修保养、费用承担、保险理赔： 

（1）租赁期间，本合同所涉全部租赁资产的维修与保养由乙方负责，一切

维修保养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2）租赁期间，乙方承租全部租赁资产所产生的水费、电费、燃气费、冬

季取暖费、物业管理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3）租赁期间，本合同所涉全部租赁资产如非因乙方过错导致资产毁损、

灭失的，如有关保险单位理赔的，则均由甲方作为保险受益人享有全部理赔支付，

与乙方无关。但甲方应适当调整租金数额。 

（4）租赁期间，本合同所涉全部租赁资产如因乙方过错导致资产毁损、灭

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合同的变更： 

（1）在租赁资产出租期间，甲方如将租赁资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应告

知乙方租赁资产所有权转移的情况，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购买权。所有

权转移给第三方后，租赁资产所有权取得方即成为本合同的当然出租方，享有原

出租方享有的权利，承担原出租方承担的义务。 

（2）乙方如因工作上的需要，将租赁资产转租给第三方使用，必须事先征

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3）乙方若确定不再租赁本合同约定的资产，应至少提前 30 日告知甲方，

双方终止本合同。 

5、违约责任： 

（1）甲方应保障出租资产的完整和出租的连续性，不得随意中断租赁，并

乙方在租赁期间日常所需生产生活所需用水、用电、用汽等。因甲方违反本合同

中断租赁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应由甲方全部承担。 

（2）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乙方需每日按拖欠租金的万分之

五支付违约金。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租赁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单位煤炭运销公司、全资子公司兴

安公司、控股子公司晶虹能源公司日常经营、办公以及职工用餐和集体活动的场

所、场地需要，有利于公司及下属单位和子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业务的组织，便

于各项活动的开展。同时，本次租赁资产均为关联方合法拥有，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通过租赁可以减少公司成本和固定资产投入，不会对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十一月底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初步统计，截止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靖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累计

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为 31,173.23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详

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九、保荐机构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持续督导核查意见》《华龙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持续督导核

查意见》。 

十、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4、《资产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