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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

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董事、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中介机构外，公司有权依法拒

绝其他人员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四、股东到达会场后，请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

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法定

代表人身份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持股凭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和股东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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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7年 5月 19 日下午 14：30时正式开始，要求

发言的股东应在下午 14：30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秘书处按股东持股数

排序发言，股东发言时应向大会报告所持股数和姓名，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大会

的主要议题，发言时请简短扼要，对于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无关的发言及质

询，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有权要求股东停止发言。 

七、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认真填写表决票，大会表决期间，股东不得再进行

发言。 

八、本次大会表决票清点工作由四人参加，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推选两名股东

代表、一名律师和一名监事组成，负责计票、监票。 

九、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十、本公司将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向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发放

礼品，以维护其他广大股东的利益。 

十一、公司董事会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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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7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4:30 

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心街 6号西座，四楼 8号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军 

会议主持人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一、董事长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读、审议各项议案 

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五：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公司 2017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八：关于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九：关于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议案十：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十一：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十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十三：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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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答提问 

五、记名投票表决（由股东、监事及律师组成的表决统计小组进行统计） 

六、与会代表休息（工作人员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七、宣读投票结果和决议 

八、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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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附件一：《2016年年度定期报告正文》、《2016年年度定期报告摘要》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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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附件二：《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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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坚定“产融结合”发展思路  落实“走出去”战略目标 

谋求国企改革历史机遇下的转型突破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7 年 5月 19 日 刘军） 

 

尊敬的各位股东： 

大家好。现在我代表董事会作 2016 年年度工作报告，请各位审议，并请提

出宝贵意见。 

 

第一部分 2016 年工作回顾 

 

2016 年，公司董事会创新决策、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在行业环境持续疲

软的情况下，为公司稳定、有序发展保驾护航。这一年，董事会一如既往地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遵照各级监管部门的指导思路，加强与股东、投资机构的沟通与联系，受

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面对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现状，公司董事

会积极调整战略思路，着眼未来、科学布局，深入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紧跟资本

市场发展规律，合理拓宽融资渠道，科学把控运营模式，全面保障了全体股东和

公司的利益，现将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董事会运作严谨规范 

2016年，公司共召开 9次董事会，审议 48项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下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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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4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报，选举董事、独立董事，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等 25项议案。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一季度定期报告的议案。 

5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等 4项议案。 

6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组织

结构框架的议案。 

7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解聘王弘臻先

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下属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等 7 项议案。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

三季度定期报告的议案。 

12月 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

司山西天然气发行非公开绿色企业债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短期融资券等

7项议案。 

以上会议决议均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

行了公开披露。 

二、股东大会决策有效执行 

2016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三次股东大会。5 月 3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

东大会；9月 14日，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12月 19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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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赋予的职权，认真执行并组织实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专业化分工成效显著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均严格按照相应实施细则开展相关工作，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其专

业性作用。 

（一）战略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年度，战略委员会共召开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下属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金，山西天然气拟发行不超过 4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等 5 项议案。会议期间，

战略委员会对公司的战略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宝贵意见。 

（二）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年度，审计委员会共召开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 28 项议案。审计委员会围绕公司内部审计安

排、定期报告审议、利润分配等事宜进行深入讨论和认真审核，确保经审议事项

的真实准确。审计委员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了工作职责和义务，保障了全体股

东和公司利益。 

（三）提名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年度，提名委员会共召开了一次会议。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和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名单。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换届工作的有序衔接奠定坚实基

础。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履职情况 

本年度，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山西省国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5

年年度薪酬等 3项议案。为进一步理顺公司薪酬考核制度，规范高管绩效管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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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障。 

四、经营决策科学有效 

2016 年，董事会集思广益、严谨筹备、合理布局，积极探索业务发展新领

域，努力尝试多元融资方式，坚持保障发展和回馈股东并行，不断完善内部管理

体系，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坚持战略为先、合作共赢，为公司健康稳定

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董事会积极探索自身发展新思路、谋求科学高效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狠

抓落实，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策，推进公司各项业务科学、有效、可持续发展。

一是细化战略方针。董事会按照《公司“十三五”资本运作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细化市场开发方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加速省

际项目布局；通过产融结合加快产业布局，为公司发展创造新的机遇。二是积极

回馈股东。公司完成 2015年度利润分配事宜，以 2015年底总股本 10.85 亿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分红总金额达 1.63亿元。

切实将利润回馈公司股东，提高投资者关注度和信任度，巩固了市场信心，提升

了企业形象。三是拓宽融资渠道。2016 年度，董事会筹划由山西天然气发行 4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36 亿元公司债、20 亿元绿色企业债及 6 亿元短期融资券事

项。在证券市场融资的基础上拓宽渠道，借助债券市场筹措低成本资金，优化资

金结构、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日后融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严控信息披

露。董事会继续加强对信息披露工作的审核力度，对标自查、加强管控，坚持自

上而下的审核机制，贯彻落实编制、报审、披露、归档工作，期间共完成定期报

告 4 次，临时公告 57 项。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下属公司报送流程的管控，依托

全系统范围内搭建的信息联络专员沟通体系，开展信息披露知识培训，形成上市

公司、山西天然气、下属公司三位一体的有序衔接，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一”

的信息报送体系，切实保障信披事项的“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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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化内控监管。董事会不断加强公司制度建设，完善业务的操作规程和流程，

加大对内控管理各个环节的制约力度。以考核促提高、以提高促发展，围绕制度、

会计、审计、安全等方面，形成相互融通、相互制约的机制。坚持“制定好、执

行好”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强内部审计力量，通过分层次监督加大对公司内部的

内控审计力度，全面提高内控制度的合规性和执行力。六是维护市场联系。公司

继续加强与广大投资者和股东的沟通交流工作。高度重视机构调研与投资者来电

咨询工作。共接待机构来访调研 40 余人次，认真完成投资者日常来电咨询和回

复工作，保证公司与市场的沟通渠道良好通畅。积极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坦诚地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巩固了与投资者的

关系，树立了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形象。七是培训学习情况。董事会积极组织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专业岗位员工参加证券市场各类培训。涉及董事会

秘书培训、独立董事后续培训、董秘后续培训及董监高专题培训等。不断更新公

司对资本市场的认知度，整体提升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专业度。 

2016 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形势我们顶住了压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正确领导，离不开监管部门

的悉心指导，更离不开广大股东的鼎力支持。在此，我谨代表董事会向一直以来

给予公司关注和支持的各级领导、各位董监高、各位股东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部分 2017 年工作思路及重点 

 

2017 年，是公司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契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资国企

改革，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

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总体要求。作为我省“气化山西”的主力

军，国新能源积极响应产融结合和“走出去”战略发展要求，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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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资金配比、全面完善内控管理、确保企业稳定发展、规范信息披露体系，

努力打造符合现代国有企业战略发展的新思路。 

一、推动产业链纵深发展，坚定“走出去”战略 

董事会按照“巩固、完善、发展、提升”的发展方针，放眼全局、科学部署，

进一步加强与省内外燃气经营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延伸现有的产业体系架构，积

极获取省内外资源，加大下游市场开发力度，努力挖掘高端有效市场。同时，结

合国家及我省大气污染防治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大力推进煤改气工程实施的有

利契机，坚持“走出去”战略部署，以本省加气站终端为依托，在通往省外主要

集散地的高速公路及重要的中转地区均匀布局建设 LNG终端站，构建泛华北地区

实体加气站供应网络，实现加气站终端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 

二、拓宽资本运作方式，深化产融结合道路 

企业想要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实体产业的不断扩张，而如果利用资本的杠

杆效应可以有效撬动数倍的发展动力，将企业拉入发展的快车道。公司完成重大

资产重组以来，已利用资本市场募集了一定规模的资金，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鲜

的血液。随着企业发展和融资形式的不断更新，单纯的募集资金已不能满足企业

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产融结合是省委省政府为企业指出的思路，是省国资委对

企业提出的要求，是资本市场给予企业的发展机遇，更是自身提高产业集中度、

不断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公司将继续发挥资本市场的几何效应，努力实现借助

金融手段加速提升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效率，实现立体化、规模化的发展态势。

实现省级燃气管网互联互通，形成产业合力，助力我省经济发展。 

三、调整考核目标体系，发挥内控抓手作用 

要紧跟“以利润为中心”的新考核目标体系，调整单纯以收入规模论英雄的

考核思路，并借助内控考核的各项指标，促使企业自我调整、自我监督、自我完

善，不断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级企业要不断健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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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真正将完善业务操作规则和流程落到实处。不能轻

视基础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规范，要从根本上搭建起符合上市公司发展的结构框

架。尤其，要捋顺内部重大事项报送和审议流程，树立强化重大事项的保密工作，

坚决杜绝触碰内幕交易等监管红线。 

四、加强市值管理理念，确保企业稳定发展 

国新能源持续践行市场导向，以正确的视角理解新形态下提出的市值管理概

念。坚持实践“五个追求”不动摇，全力深化企业改革创新，全力实施产业集群

化、团队建设国际化、企业文化现代化的“三化战略”，正确处理好生产经营与

资本运营的关系，不断提升市值管理能力，尽可能地以全方位的视角向市场展示

出企业立体的发展现状。结合公司战略目标，剖析企业发展现状，充分考虑战略、

决策、组织、人资、考核、激励和资源配置等环节。紧跟政策变化和环境变迁，

不断调整和完善公司的发展战略，多角度运用资本市场，使企业进入资金联动、

项目扩张、产业升级、并购资产、资金再造的良性发展模式，真正达到市值管理

的有效目的，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强化各级责任人意识，不断完善信息披露体系 

信息披露作为各级监管部门长期监管上市公司的重要手段和重点工作，一

直受到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几年来通过不断努力，公司已搭建起信

息披露团队的基本框架。在今后的工作中，董事会将着重延伸至下属公司，不断

强化各级主要责任人的信息披露意识，依托公司内控管理，从多级上报转化为逐

级管理，从单一汇报转变为系统提交，从催促督办转变为细节监管，从日常披露

转变为全局筹划。逐渐形成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体系下的，符合公司内部运营的信息披露规则。做到人人有意识、勤汇报；管

理层有概念、懂规则；负责人有担当、知后果。此外，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责

任追究制度，研究和尝试信息披露与考核系统相衔接，从制度上统一体系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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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公司，真正做到利益同体、资本同享、责任同担。 

2016 年，公司董事会乘风破浪、继往开来，接受了挑战、也取得了进步。

2017 年，公司董事会将紧跟政策调整，坚定产融结合和“走出去”的战略发展

思路，以开拓的眼光、创新的思维、科学的分析、果敢的决策推动公司各项工作

的开展，以崭新的面貌迎接 2017 年资本市场的洗礼和考验。相信我们在各级监

管部门的正确引导监督下，在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体董监高及员

工的协力拼搏下，坚定把握国企改革的有利时机，努力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用

一个更好的国新能源回馈我们的股东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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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附件三：《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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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监事： 

2016年，在各级领导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

规定的监事职责和权限，正确开展监事会工作，行使监事会职权，对公司全年的

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在工作中，监事会不断加强作风建设，积极探索改进监

督检查方法，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工作理念，严格履行财务和经营监督职责，

切实保障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年度监事会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二○一六年监事会工作情况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2016年，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会议5次，为公司重大决策、战略方针的贯彻落

实提供了有力保障。全体监事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依照法律法规，严格履行决策

程序，对公司各项决策程序及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有效监督。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6年4月8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山西天然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气”）五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关于变更

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等九项议案。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6年4月25日，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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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一季度定期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三）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6年5月17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四）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6年8月26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山西省太

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心街6号西座，四楼8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6年半年度定期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五）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6年10月28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三季度定期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二、列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情况 

2016年，公司共召开董事会9次，股东大会3次。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公司的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事关公司改革发展、战略方向等各项重大决策，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予以监督落实和全力支持，努力维护好公司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并

主动谏言献策、提出建议，为提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在重大决策方面的民主

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做出积极的努力。 

三、监事会现场检查情况 

2016年7月，公司监事会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结合对下属企业的考核指标情

况，统筹安排、科学部署，历时四个月时间，对下属20家控股公司进行了现场检

查和调研。具体检查调研情况如下： 

（一）发现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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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监事会的监督检查工作主要针对下属公司三会运作、内部控制、经

营管理和财务规范等情况，着重检查公司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企业财务的规范

情况、企业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及执行有效性，重点关注公司的“风险”和“内控”

两个方面，积极推进下属公司规范治理和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监督检查过程中，

一对一下发《监督检查整改建议》20份，其中涉及各公司信息上报及规范运作事

项74项、财务管理事项97项、人事管理事项6项、内控管理事项169项。经过综合

的对比分析，监事会发现各公司存在如下的共性问题： 

1、“三会”运作不规范 

部分下属公司在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时，会议召开的程序未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签署格式不规范；会议记录不

完整。 

2、信息报送不及时 

经过监督检查发现，部分公司存在对报送信息不敏感、数据统计不及时、上

报流程不通畅的情况，给后续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3、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 

经过多年的内部控制规范要求，各下属公司已经初步完成内部控制制度搭建

目标，但仍存在部分业务事项制度及流程不完善，制度更新不及时等情况，在制

度的执行过程中，仍存在制度和执行“两张皮”的情况。 

4、“三重一大”事项政策理解不到位，执行发生偏差 

各下属公司均严格制定了“三重一大”事项监督检查制度，但在具体的执行

过程中，对“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和“大额资金使用”的

范围理解不清，导致公司全部事项不分大小全部履行“三重一大”表决程序或仅

极小部分事项履行程序的“两头”极端问题。 

（二）问题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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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壮大，业务发展日趋现代化、多样化、复杂化，这无疑

对公司内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纵观本年度公司监事会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

的各类问题，监事会分析认为主要存在以下方面原因： 

1、业务发展与内部管理矛盾突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以来，各单位规范运作的意识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重

业务发展、轻内部管理”的现象。 

2、责任意识与合规意识有待提升 

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主体。其中，人员

的素质和责任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操作人员感情代替规章、制度观念淡薄、

违反程序办理业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违规事项发生；新进员工由于对规范运

作认识上的陌生，在办理业务中缺乏规范性、主动性，导致内部管理出现漏洞。 

3、岗位流动与掌握周期缺乏匹配 

检查发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基本管理制度在执行中被扭

曲、甚至被省略。究其原因，上岗人员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岗位职责，加之有些

岗位人员流动性大、新进员工较多、主动学习意识匮乏，导致公司管理制度执行

存在缺陷。 

（三）后续完善措施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事会结合各公司的具体检查情况，与各下属

单位搭建了“事前沟通、事中解疑、事后追踪”的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并要求各

公司正确看待检查整改意见、认真落实整改方案、坚决杜绝经营风险，保持企业

健康稳定发展。 

结合监督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公司监事会会同证券事务部、审计法务部和

人事培训部，邀请公司常年法律顾问，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三会”运行不规范等

情况，组织对下属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为各单位正确整改及下一步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材料 

21 

 

工作的合法合规提供参考依据。 

监事会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认为，2016 年度，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经理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存在违法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认真细致地检查和审核了公司的会计报表及财务资

料，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会计内控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

告能够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对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的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 2016 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进行了监督和检查，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定价公允，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关于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拟将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的怀仁—原平、原平—代县—

繁峙、洪洞—安泽—长子、定襄—五台四条输气管道项目的节余资金及利息和未

结利息 17,552.29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监事会认为，该行为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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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监管要求。 

五、关于变更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意见  

2016 年，公司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监事会认为，上述变更是根据公司

目前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对照其他相近可比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情况后

作出的，变更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经济寿命年限相比更趋合理，将使公司的财

务信息更为客观，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六、监事会对定期报告的审核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定期报告，认为各定期

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

定，其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的财务状况。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公司 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七、关于豁免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山西省国新能源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该议案涉及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严格

审查，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山西国新

正泰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目前盈利能力较低，资产状况较差，不具备注入公司的

条件，注入公司将不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权益。本次豁免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

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且该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该事项表决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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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工作计划 

2017 年，监事会将继续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各监事的

专业知识和能力，积极关注公司的发展动态和经营状况，配合和支持公司董事会

及管理层开展工作，促使公司在稳健经营中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进一步健全

完善监事会工作机制和监督检查制度，深化当期监督，强化监督重点，加大监督

检查成果运用力度，不断提高监事会监督检查的及时性、有效性、科学性。 

一、创新监督检查机制，改进监督检查方法 

（一）转变检查观念，由合规性检查向风险性监督转变。把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当成线索而不是结论，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三查”：即一查风险，为被查

单位示警排雷；二查成因，堵塞管理上的漏洞；三查尽职，将责任落实到人，将

整改落到实处。 

（二）规范检查方法，坚持标准化、模板化、程序化。监事会将继续采取统

一、直观的检查方法，将检查重点表格化，明确列示各项检查要求、合规要求，

既便于检查人员统一标准，又易于被查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和整改；既能全面系统

反映被查单位和部门的现状，又能连续动态地反映其整改的效果。 

二、深化监督检查力度，提高检查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监事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开展好监事会日常议事活动，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召

开监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做好各项议题的审议工作；同时，强化日常监督

检查，坚持以财务监督为核心，加强与内部审计、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进一步

提高监督时效，增强监督的灵敏性。 

（二）强化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力度。2017 年，监事会将把发现问题、揭示

风险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目标任务，在全面履行监事会职责的同时，切实把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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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高风险业务，认真分析经营管理可能出现重大问题的薄弱环

节，跟踪掌握情况。年内，监事会拟针对关联交易、重大投融资、对外担保等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对公司本部及下属控股公司实施全覆盖的专项监督

检查，保障公司上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合法合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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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详见附件四：《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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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董事： 

我受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委托，向大会作山西省国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请予以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有 2家子公司，其中：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西天然气”），股比 100%；上海联海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海

房产”），股比 60%。2016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合并范围包括公司本部及 2 家子公司：

山西天然气、联海房产，其中联海房产目前无营业收入。 

一、经营情况 

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698,018 万元,全部为山西天然气实现的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 546,440 万元，税金及附加 2,941 万元，销售费用 46,897 万元，

管理费用 19,276 万元，财务费用 35,002 万元，资产减值损失 895 万元,投资收

益 124万元，营业外收入 4,542万元，营业外支出 1,178万元，利润总额 50,056

万元，年末未分配利润 154,047万元（年初未分配利润 137,288万元）。 

     二、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计 2,154,778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86,038

万元，非流动资产 1,768,740 万元。 

（一）流动资产合计 386,038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221,649 万元，（其中

现金 35 万元，银行存款 204,051 万元，其他货币资金 17,563 万元），应收账款

59,052 万元，其他应收款 46,129 万元，预付账款 29,556 万元，存货 8,18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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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768,74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1,057,361 万元（其

中房屋建筑物 163,137 万元，输气管线 680,153 万元，运输设备 6,960 万元，专

用设备 174,685 万元，通用设备 32,425 万元）;在建工程 387,032 万元;工程物

资 22,343 万元；无形资产 33,562万元；长期待摊费用 970万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1,719,98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760,680万元，非流动负债 959,300万元。 

（一）流动负债合计 760,680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166,025万元，应付票

据 35,761 万元，应付账款 13,030 万元，预收账款 24,915 万元，应付职工薪酬

5,987万元，应交税费 3,815万元，其他应付款 130,676万元。 

   （二） 非流动负债合计 959,300万元，其中长期借款 841,554万元，应付债

券 99,594 万元。 

三、所有者权益情况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所有者权益 434,797万元，其中：实收资本 108,466

万元，资本公积 93,753 万元，专项储备 798 万元，盈余公积 14,061 万元，未分

配利润 154,047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63,672 万元。 

四、每股收益情况 

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合并净利润为 37,152.23万元，本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为 108,466万股，每股收益为 0.34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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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母公司 2016 年实现净利

润-15,880,947.31 元，截止到 2016 年底累计未分配利润中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620,746.38元。由于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

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材料 

29 

 

议案六：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服务协议，聘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以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提供了良好的审计服务，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继续聘请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210万元，聘期 1年；继续聘请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报酬

为人民币 50万元。费用合计人民币 260万元。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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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发展融资需要，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各级子公

司提供预计 197,067.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期限自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时止。 

国新能源 2017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含子公司）对外担保提供的可预计的额度，在该核

定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与贷款银行签订担保合同时，确定具体的担保数额和担保

方式。公司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被担保公司 持股比例 担保比例 担保额度 担保公司 

山西霍州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100% 
100% 1,000.00  山西天然气 

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70% 100% 6,000.00  山西天然气 

山西临县国新燃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51% 100% 12,500.00  山西天然气 

晋中市中心城区洁源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88.67% 
88.67% 8,867.00  山西天然气 

忻州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国新能源天然

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90% 100% 500.00  山西天然气 

山西国新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100% 
100% 40,000.00  山西天然气 

山西国新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100% 
100% 3,500.00  山西天然气 

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山西天然气持股

68.715% 
100% 90,000.00  山西天然气 

襄垣县国新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持股

100% 
100% 22,200.00  山西煤层气 

山西国新液化煤层气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持股

100% 
100% 2,000.00  山西煤层气 

山西国新中昊盛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持股 51% 100% 7,000.00  山西煤层气 

山西国新下孔天然气有限公司 山西煤层气持股 51% 100% 3,500.00  山西煤层气 

合   计 197,0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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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允许董事会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

等相关文件。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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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14.1、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担保的议案； 

（1）关联关系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3日，注册资本8,000万元。其

中：山西天然气出资2,800万元，占比35.00%；临汾市蓝源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2,640万元，占比33.00%；临汾市擎之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560万元，

占比32.00%。 

（2）贷款情况  

为了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及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

司拟向光大银行申请不超过 5,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具体期限、金额、利率以

与银行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但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山西天然气拟为其提供全

额担保，临汾城燃以其资产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全额反担保，临汾市蓝源天然气投

资有限公司及临汾市擎之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按所持股比向山西天然气提

供反担保。 

14.2、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1）关联关系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燃气”） 成立于2012年8月8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其中：山西天然气出资25,000万元人民币，占比50.00%；

山西晋城无烟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2,500万元人民币，占比25.00%；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7,500万元人民币，占比15.00%；山西西山煤

电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占比10.00%。 

（2）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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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资金需求，太原燃气拟向中国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具体期限、金额、利率以与银行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但贷款期限不

超过1年。山西天然气拟按所持50%股比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太原燃气以其资产

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山西天然气就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

万元。 

14.3、关于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5,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1）关联关系  

太原燃气成立于2012年8月8日，注册资本50,000万元。其中：山西天然气出

资25,000万元人民币，占比50.00%；山西晋城无烟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2,500万元人民币，占比25.00%；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7,500

万元人民币，占比15.00%；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

占比10.00%。 

（2）贷款情况  

为满足资金需求，太原燃气拟向民生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流动

资金贷款，具体期限、金额、利率以与银行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但贷款期限不

超过1年。山西天然气拟按所持50%股比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太原燃气以其资产

向山西天然气提供反担保，山西天然气就该笔贷款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

万元。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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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情况说明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16 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单位：元）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煤层气 80,831,556.99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

源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采购商品 

焦炉煤气制甲

烷 
104,073,473.71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采购商品 煤层气 494,439,221.32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585,659,121.37 

销售商品 物资款 176.07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

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管输费 6,306,306.30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管输费 46,817.89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90,465,006.85 

LNG 610,395.22 

技术咨询费 75,471.70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天然气 50,555,950.69 

管输费 1,695,716.20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1,440,799,886.91 

LNG 1,476,557.90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238,497,893.66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采购商品 运输费 38,331.08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76,576,135.72 

LNG 30,291,459.61 

CNG 195,124.18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临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LNG 8,960,908.59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交城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6,996,400.62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运城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42,076,998.37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材料 

35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吕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2,448,269.8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忻州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888,343.70 

采购商品 LNG 2,315,219.47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

团晋东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5,244,938.07 

LNG 47,528,393.89 

工程服务费 18,018,018.02 

采购商品 

煤层气 35,871,296.40 

LNG 17,453,793.45 

CNG 4792.75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20,486,181.11 

物业费 217,553.06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

气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LNG 5,615,534.06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LNG 5,872,510.33 

天然气、煤层气 99,604,594.48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

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4,861,333.50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

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25,566,144.68 

管输费 2,377,865.31 

采购商品 天然气 51,613,084.13 

忻州长峰燃气有限

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LNG 490,216.52 

平遥远东燃气有限

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7,100,446.70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

公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5,911,764.63 

阳曲华润燃气有限

公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20,985,943.68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

源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13,996,496.48 

山西国电定襄燃气

有限公司 

同受集团国新能源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51,357,425.43 

山西国新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LNG 2,410,4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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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 

9.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

能源有限公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LNG 15,039,445.58 

山西远东实业有限

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CNG 9,063,451.30 

山西国新大元新能

源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LNG 1,264,068.23 

山西国新物流有限

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CNG 20,874.88 

山西沁水国新煤层

气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煤层气 73,224,878.36 

LNG 13,759,514.08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1,516,204.51 

LNG 317,274.34 

山西国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采购商品 服务费 3,426,874.15 

山西国新北斗卫星

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采购商品 

设备款 845,948.69 

软件维护费 140,969.20 

山西田森农副产品

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1,389,501.13 

山西田森集团有限

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350,622.97 

山西田森物业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1,276,002.41 

山西田森餐饮连锁

配送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62,580.53 

晋中汇森置业有限

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气 92,937.56 

山西汇森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接驳收入 2,511,385.43 

山西山江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接驳收入 523,612.61 

合计    3,833,735,6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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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3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

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4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 

9.5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

议案； 

9.6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9.7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9.8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9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临汾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0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1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2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3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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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4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5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 

9.16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17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 

9.18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确认的议案； 

9.19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 

9.20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忻州长峰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1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2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3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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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5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电定襄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

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6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的议案； 

9.27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9.28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29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新大元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30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国新物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31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的议案； 

9.32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

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9.33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国新北斗卫星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9.34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田森农副产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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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山西田森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36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田森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37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田森餐饮连锁配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38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与晋中汇森置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39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汇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认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40关于公司 2016年度与山西山江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确

认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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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情况说明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2017年度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煤层气 9,183 

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

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采购商品 

焦炉煤气制

甲烷 
13,436 

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77,514 

采购商品 煤层气 117,649 

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管输费 1,400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2,410 

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

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管输费 15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9,830 

LNG 9.66 

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34,403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交城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05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7,241 

LNG 10,61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吕梁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448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忻州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342 

LNG 2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晋东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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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 3,100 

CNG 200 

采购商品 
天然气 285 

LNG 20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临汾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050 

LNG 8,000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

运城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采购商品 LNG 300 

洪洞华润恒富燃气有

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9,552 

采购商品 LNG 300 

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2,780 

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2,612 

LNG 650 

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

然气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838 

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

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4,646 

采购商品 天然气 5,500 

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263,478.16 

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

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120 

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

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2,728 

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3,793 

LNG 10 

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

然气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8,834 

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

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采购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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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0.2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国新正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3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4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朔州京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0.5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临汾市城燃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0.6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大同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

发展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LNG 730 

采购商品 LNG 300 

山西田森集团有限公

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关联

企业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220 

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

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1,600 

山西国电定襄燃气有

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天然气、煤层

气 
5,910 

山西省国新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子公司 销售商品 LNG 308 

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

源有限公司 

国新能源集团联营企

业 
销售商品 LNG 1,500 

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

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销售商品 CNG 607.62 

山西国新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物业管理服务 服务费 1,180.761349 

山西国新北斗卫星应

用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国新能源集团控

制  
信息服务 

电子设备、财

务软件 
55.948 

合计    664,853.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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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7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交城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10.8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9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10.10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忻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11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12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临汾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13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运城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14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洪洞华润恒富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0.15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霍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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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0.16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阳泉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0.17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原平国新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0.18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中油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0.19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0.20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平遥远东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21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孝义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22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阳曲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23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晋东新能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24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沁水国新煤层气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25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国运液化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

表决； 

10.26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田森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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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联股东山西田森集团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0.27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国新和盛新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10.28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国电定襄燃气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29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省国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0.30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华润国新交通能源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

决； 

10.31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远东实业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32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国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10.33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与山西国新北斗卫星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

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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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考虑到公司独立董事承担的相应职责及其对公司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发挥

的重要作用，同时参考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水平，公司制定了本

次独立董事津贴调整方案。 

公司拟将独立董事的津贴由每人 6 万元人民币/年（税前）调整为每人 8 万

元人民币/年（税前）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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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陈钢先

生和刘联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陈钢先生简历如下： 

陈钢，男，51岁，大学学历。2010年 6 月至 2011年 3月，任山西省国新能

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新能源研发中心主任；2011年 3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

师、新能源研发中心主任、山西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研究设计院院长；2011年 7

月至 2013 年 1 月，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

师、集团技术中心主任、山西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研究设计院院长；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

师、集团技术中心主任、山西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研究设计院院长兼技术研发部

部长；2013 年 3月至今，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联涛先生简历如下： 

刘联涛，男，46岁，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任山西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9年5月至2012年11月，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调控

中心主任；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燃气灶具项目

组组长；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3

年7月至2013年12月，任山西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7月至2014年9

月，任中共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任山

西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8月至今，任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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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2月至2014年7

月，任上海联华合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月至今，任山西省国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

公司董事、董事长；2016年7月至今，任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12.1、关于选举陈钢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2.2、关于选举刘联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逐项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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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三：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函，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对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乔志勇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乔志勇先生简历如下： 

乔志勇，男，44 岁，大学学历，2011年 6月至 2013年 3月，任山西省国新

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资管理处副处长；2013年 3月至 2015年 5 月，任山西

阳煤国新煤炭销售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2015年 5月至 2016年 5月，任山

西国新煤焦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 5月至 2016年 7月，任山西省国新

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行法审部部长、中共山西国新煤焦销售有限公司支部委

员会委员；2016 年 7 月至今，任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行法审部

部长。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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