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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1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15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昊华能源”或“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 2017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履行情况做出说明、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规模进行合

理预计，现公告如下： 

一、公司与关联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公司与北京京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及其

控制企业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销售商品 煤炭 内蒙古康巴什热电有限公司 1,453,959.86 0.03 

销售商品 煤炭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44,722,341.24 2.61 

销售商品 煤炭 内蒙古京能盛乐热电有限公司 36,588,107.01 0.66 

销售商品 煤炭 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799,521.90 0.05 

销售商品 煤炭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92,536.55 0.03 

接受劳务 市政供暖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92,351.89 36.98 

销售商品 转供电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7,665.58 15.04 

提供劳务 综合劳务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884.10 0.15 

资金往来 贷款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合计   294,323,368.13  

2、公司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煤集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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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购买商品 其他商品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11,567.52 0.24 

购买商品 综合劳务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562,393.66 3.53 

购买商品 火工品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5,253,560.96 1.40 

购买商品 其他商品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17,656.65 19.37 

购买商品 蓄电池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5,462.46 0.17 

购买商品 转供电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0,109.38 2.62 

购买商品 综合劳务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14,997.09 25.83 

购买商品 加工维修 北京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597,130.64 5.35 

接受劳务 工程 北京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3,976,022.49 10.40 

购买商品 材料配件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48,065,183.34 12.80 

接受劳务 工程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042,735.03 0.15 

接受劳务 加工维修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390,333.38 30.33 

接受劳务 综合劳务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09,716.98 0.69 

提供劳务 综合劳务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185,489.52 0.60 

提供劳务 转供电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03,418.44 47.07 

提供劳务 综合劳务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3,965.11 0.30 

租赁 房屋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441,441.44 25.67 

租赁 土地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91,218.91 1.00 

租赁 房屋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72,355.61 74.33 

委托贷款 往来款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100,000.00  

合计   229,864,758.61  

3、公司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销售商品 煤炭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38,899,269.48 0.70 

4、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接受劳务 出口代理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7,173,034.89 92.94 

5、公司与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发展”）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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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

一步划分 
关联方 

2017 年度实际发生额

（元）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接受劳务 出口代理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1,304,230.24 7.06 

二、公司与关联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公司与京能集团及其控制企业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8 年度预计总金额（万元） 

销售商品 煤炭 北京京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资金往来 存款 北京京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资金往来 贷款 北京京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接受劳务 市政供暖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销售商品 转供电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提供劳务 综合劳务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合计   211,100.00 

2、公司与京煤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8 年预计总金额 

（万元） 

购买商品或 

接受劳务 

火工品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1,200.00 

蓄电池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设备 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500.00 

材料配件 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500.00 

其他商品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00 

维修 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接受劳务 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00.00 

工程 鄂尔多斯市京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00 

工程 北京矿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综合服务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0.00 

综合服务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680.00 

转供电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转供电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20.00 

销售商品或 

提供劳务 

甲醇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800.00 

销售材料配件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转供电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转供电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30.00 

租赁 

房屋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房屋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170.00 

土地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0.00 

委托贷款 往来款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10.00 

合计   32,600.00 

3、公司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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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8 年预计总金额（万元） 

销售商品 煤炭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4、公司与中煤集团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8 年预计总金额（万元） 

接受劳务 出口代理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 

5、公司与五矿发展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

步划分 
关联方 

2018 年预计总金额 

（万元） 

接受劳务 出口代理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130.00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法人代表为姜帆，注册资本为 204 亿元，经营范围：能源

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 能源项目信息咨询；房地

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 2

号，法定代表人阚兴，目前注册资本为 211,210 万元，经营范围：煤炭开采、

加工、销售（含收售）；制造、加工水煤浆、燃料油、煤制品、火工品、铸

件、金刚石纳米级超细粉及制品、精细化工制品、橡塑制品、机械制品、

仪器仪表、建筑材料、木材制品、医疗器械、食品、饮料、鞋帽；销售医

疗器械、食品、饮料、成品油；汽车维修；铁路托运；汽车货运；住宿；

餐饮；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等。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街，

注册资本 755,550 万元。经营范围：制造蒸汽热水；加工、制造供热设备及

附件；销售蒸汽热水；供热服务；热力管网、热力站设备设施的运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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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维修；市政热力工程设计；热力管道和热机社而被的施工与安装；供热

设备及附件安装调试；供热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刘海峡，注册资本 674,673 万元。主营业务为：生产电力、热力

产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销售电力、热力产品；电力设备

运行；发电设备检测、修理；销售脱硫石膏。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水峪村，注册资

本 16,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爆破器材；制造、

修理化工机械设备；普通货物运输（1、2、4、8 类危险货物运输）。 

北京矿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 10

号，注册资本 16,056.48 万元，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机

械设备租赁；建筑周转材料租赁；销售建筑材料；塑钢门窗；塑料制品；

物业管理；设计制作广告。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

沟路 47 号，注册资本 8,00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制造

液压设备（滑移顶梁、液压支架）；制造、加工立体停车场设备与仓储设备、

机械、电器设备、工业设备、矿用产品；加工金属结构、钢、塑钢及铝门

窗；制造离心泵、渣浆泵、泥浆泵、风筒；销售氧、乙炔。一般经营项目：

维修、租赁立体停车场设备与仓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工业设备、矿

用产品；安装金属结构、钢、塑钢及铝门窗；电弧焊技术培训；专业承包；

建筑材料、钢材；销售、维修液压设备（滑移顶梁、液压支架）。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原北京金泰恒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为北京

市西城区广安门内登莱胡同 4 号，注册资本 84,242.44 万元，经营范围：许



 

 6 

可经营项目：销售食品、饮料、医疗器械；餐饮服务；加工、销售煤炭、

煤制品、燃料油；汽车维修；汽车货运。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销售机械电器设

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轻工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配件、橡胶制

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日用杂品、炉具、饮

食炊事机械、土畜产品、家具；仓储；专业承包；经济信息咨询；高科技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产

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及相关的进口业务；租赁机械设备、建筑设备；机动车公共

停车场服务；健身服务；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

乘用车）。 

北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登莱胡同 4 号，注

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煤炭、煤制品；煤炭运输；零售成品

油（限分支机构经营）；以下极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煤

炭机械、重油、润滑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民用建

材、日用杂品、炉具、碳素、炊事机械、文体体育用品；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备租赁（除汽车）。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注册资本

为 726,394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

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

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林、

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主办《首

钢日报》；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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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品广告；利用自有《首钢日报》发布广告。 

中煤集团，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注册资本为

1,550,006.3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经营，煤炭

出口业务。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股份”），住所为北京市

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注册资本为 1,325,870 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

目：煤矿开采、煤炭批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煤炭、铁路、港口、新能

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煤化工、煤焦化、煤层气、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

和铝材加工的投资与管理；煤矿机械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

勘察、建设施工、招投标代理、咨询服务等；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与物业管理；焦炭制品的销售。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矿产”），住所为北京市海淀

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五层，注册资本：90,000 万元，经营范围：零售煤炭；

加工不锈钢制品（限分公司经营）；承包境外矿产、冶金、机电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经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

业务及代理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

务；经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易货贸易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销

售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金属材料、冶

金炉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机电设备；信息咨询（中介除外）；仓储服

务。 

内蒙古京能康巴什热电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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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注册资本 6.47 亿元，主营业务为发电；热力产品，脱硫石膏、粉煤

灰电力附属产品的销售；热力产品生产。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内蒙古丰镇市工业园区，注册

资本 10.91 亿元，主营业务是电力的生产及销售。 

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注册资本 63340 万元，主营业务为电力建设和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检

修、电力工程咨询服务和培训；供热销售；粉煤灰和石膏综合利用；保温

材料、电力物资的采购和销售。 

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注

册资本 24000 万元，主营业务为发电机组的建设和电力、热力生产、销售；

余热利用；电力设备运行、检修及维护；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培训；

电力生产附属产品综合利用及销售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京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京煤集团的唯一股东，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关联方京煤集团持有本公司 62.3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公

司的关联关系为控制关系；京煤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为受同一股东控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

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86%的股份，并在公司董事会派有一

名董事，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股东首钢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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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煤集团持有本公司 1.86%的股份，并在公司董事会派有一名董事，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中

煤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矿发展持有本公司 0.08%的股份，并在公司董事会派有一名董事，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对本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五

矿发展，为本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关联公司的财务状况，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对向本公司支付

的款项，形成的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4、预计 2018 年，公司与京能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11,100 万元；

与京煤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2,600 万元；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2,000 万元；与中煤集团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800 万元；与五矿发展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30 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

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依据市场价，或按照协议价。 

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向关联方采购和销售是为了充分利用关联方的市场网络和渠道优势，

减少采购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减少销售流通环节，拓展市场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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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同时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

理配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

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签订了《生活用

煤供货协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对生活用煤的实际需求数量，向北

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采购，定价方式均为参照提供的销售给第三方的

合同价格。 

2、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材

料配件销售协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的实际需求数量，向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销售价格

参照公司的采购价格加上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双方协商确定。 

3、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火工品供货协

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公司对乳化炸药、雷管、导爆索等火工品的实

际需求数量，向京煤化工采购火工品，价格依据政府指导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4、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坨里建材分公司

签订《材料配件供货协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公司对普通硅酸盐水泥

的实际需求数量，向北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坨里建材分公司采购，定

价方式均为参照提供的销售给第三方的合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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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材

料配件供货协议》、《设备供货协议》和《租赁物资大修协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公司对所需材料配件、设备以及材料设备修理的实际需求数量，向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材料配件、设备和维修的定价方

式均为参照提供的销售给第三方的合同价格。 

6、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河综合厂签订

《材料配件供货协议》，2017 年至 2019 年根据公司对蓄电池等材料配件的

实际需求数量，向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河综合厂采购，定价方式

均为参照提供的销售给第三方的合同。 

7、公司用于煤炭生产的 50 宗土地使用权系向京煤集团租赁取得。公

司与京煤集团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由本公

司向京煤集团租赁位于房山区的 22 宗工业用地和位于门头沟区的 21 宗工

业用地，有效期 20 年，每年租金为 220.7 万元。交易价格以中地不动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该等土地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之评估结果确定。根据该

协议，公司一旦于本协议期满或展期后的期限届满 6 个月之前向京煤集团

发出续租之书面通知，则在同等条件下该协议自动续期，续期的期限为 20

年。根据公司2007年12月18日与京煤集团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公司向京煤集团租赁位于铁路专用线两侧的 7 宗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有

效期限为 20 年。 

8、据北京市国资委《关于拨付 2013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京

国资[2013]227 号和[2015]92 号文”）分别安排国有资本预算资金 6000 万

元和 10 万元增加京煤集团国家资本金，分别用于支持公司加大煤炭资源开

发项目和支持赵军维修电工首席技师工作室建设。该款项通过京煤集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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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的方式支付公司，委贷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期限一年。 

9、2009 年公司与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设备库房租

赁合同》，承租期限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70

万元。 

10、公司采取与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每年签订年度煤炭买卖合同的方式，

确定双方全年的供货计划，煤炭的销售价格均按市场价确定并结算。 

11、公司煤炭出口业务目前由中煤集团及中煤股份代理，公司每年与

中煤集团和中煤股份签订《煤炭出口委托代理合同》，确定出口的煤炭品种

及数量，煤炭的销售价格根据国际煤炭市场价格确定。报告期内，公司根

据出口煤炭的实际数量及销售价格分别向中煤集团和中煤股份支付总金额

0.35%和 0.65%的委托代理费。 

12、公司采取与中国矿产在每年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

全年的供货计划，煤炭的销售价格均按市场价格确定并结算。根据公司与

中国矿产签订的煤炭出口代理协议约定，公司按出口价格的 1%（收汇日汇

率折人民币计算）向中国矿产支付委托出口代理费。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23 日 

 

附：关联方企业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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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联方企业名录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营业范围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 
2,044,340 万元 

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能源项目信息咨

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

街 2 号 
211,210 万元 

煤炭开采、加工、销售（含收售）；制造、加工水煤浆、燃料油、煤制

品、火工品、铸件、金刚石纳米级超细粉及制品、精细化工制品、橡

塑制品、机械制品、仪器仪表、建筑材料、木材制品、医疗器械、食

品、饮料、鞋帽；销售医疗器械、食品、饮料、成品油；汽车维修；

铁路托运；汽车货运；住宿；餐饮；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

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等。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柳芳北街 755,550 万元 

制造蒸汽热水；加工、制造供热设备及附件；销售蒸汽热水；供热服

务；热力管网、热力站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维修；市政热力工程设

计；热力管道和热机社而被的施工与安装；供热设备及附件安装调试；

供热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北京京能国际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 
400,000 万元 电力、能源项目的建设及投资管理。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路 10

号 
674,673 万元 

生产电力、热力产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销售电力、

热力产品；电力设备运行；发电设备检测、修理；销售脱硫石膏。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 
300,000 万元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

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政府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券、成员

单位企业债券。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

（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特别行政区皇后大道

东 1 号 
687,042 万元 

风电及燃气发电及供热业务；水电发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等其他

清洁能源发电业务。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45,288 万元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屋代理销售、租赁等。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726,394 万元 

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

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

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主办《首钢日报》；设计、

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

利用自有《首钢日报》发布广告。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 
1,550,006.3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经营，煤炭出口业务。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 
1,325,870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煤矿开采、煤炭批发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煤炭、铁

路、港口、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煤化工、煤焦化、煤层气、电

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的投资与管理；煤矿机械设备研发、

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勘察、建设施工、招投标代理、咨询服务等；

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焦炭制品的销售。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5

号 B 座 
90,000 万元 

零售煤炭；加工不锈钢制品（限分公司经营）；承包境外矿产、冶金、

机电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经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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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及代理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易货贸易业

务；经营技术进出口业务；销售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

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经济信息

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金属材料、冶金炉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

机电设备；信息咨询（中介除外）；仓储服务。 

北京京煤化工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坨里镇水峪

村 
16,000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爆破器材；制造、修理化工机械设备；普

通货物运输（1、2、4、8 类危险货物运输）。 

北京矿建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

10 号 
16,056.48 万元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周转材料租赁；销

售建筑材料；塑钢门窗；塑料制品；物业管理；设计制作广告。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

47 号 
8,000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制造液压设备（滑移顶梁、液压支架）；制造、

加工立体停车场设备与仓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工业设备、矿用

产品；加工金属结构、钢、塑钢及铝门窗；制造离心泵、渣浆泵、泥

浆泵、风筒；销售氧、乙炔。一般经营项目：维修、租赁立体停车场

设备与仓储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工业设备、矿用产品；安装金属

结构、钢、塑钢及铝门窗；电弧焊技术培训；专业承包；建筑材料、

钢材；销售、维修液压设备（滑移顶梁、液压支架）。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登

莱胡同 4 号 
84,242.44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销售食品、饮料、医疗器械；餐饮服务；加工、销售

煤炭、煤制品、燃料油；汽车维修；汽车货运。一般经营项目：投资

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

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轻工材料、金属材料、

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

日用杂品、炉具、饮食炊事机械、土畜产品、家具；仓储；专业承包；

经济信息咨询；高科技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营

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的进口业务；租

赁机械设备、建筑设备；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健身服务；从事房

地产经纪业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北京金泰恒业燃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登莱胡同 4

号 
10,000 万元 

销售煤炭、煤制品；煤炭运输；零售成品油（限分支机构经营）；以下

极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煤炭机械、重油、润滑油、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民用建材、日用杂品、炉具、

碳素、炊事机械、文体体育用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代理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备租赁（除汽车）。 

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63340 万元 

电力建设和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检修、电力工程咨询服务和培训；

供热销售；粉煤灰和石膏综合利用；保温材料、电力物资的采购和销

售。 

内蒙古华宁热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 
2.4 亿元 

发电机组的建设和电力、热力生产、销售；余热利用；电力设备运行、

检修及维护；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培训；电力生产附属产品综合

利用及销售等。 

内蒙古京能康巴什热电有限

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

新区 
6.47 亿元 

发电；热力产品，脱硫石膏、粉煤灰电力附属产品的销售；热力产品

生产。 

内蒙古京隆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丰镇市工业园区 10.91 亿元 电力的生产及销售。 

宁夏京能宁东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宁夏灵武市宁东镇 9 亿元 火力发电建设、生产、经营与管理，电力、热力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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