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zO03)56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诵知》(证监发 (zO05)120号 )等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对外担保项目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慈林山煤业

”
)金额分别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4.57

亿元授信额度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我们认为,公 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 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2020年 10月 29 日

独立菠事: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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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童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zO03)ss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zOOs)120号 )等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对外担保项目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慈林山煤业

”
)金额分别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4.57

亿元授信额度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2o2o夕F10月  29 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公司

”
)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号 《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zOOs)120号 )等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有关情浼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对外担保项目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慈林山煤业

”
)金额分别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4.57

亿元授信额度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对

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独立萤事
矽
讠万炀

2020自=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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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公司

”
)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⒛o3)56号 《关亍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千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夕卜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2oo5〕 120号 )等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 听取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对外担保项目
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慈林山煤业”

)金颔分别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57
亿元授信额度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我响

、
:认为,公 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颔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
展,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
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 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独立萤事:

2020年 1o'闩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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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耋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慧见

作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

独立董事,根据申国证监会证监发 (zO03)56号 《关于规范⊥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倮若千问题的通知》、《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⒛05)120‘号)笱

的规定和要求,我πl本 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

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对外担保项日

慵况进行了认真的捡查和落实后,发 表独立慧见J如 下 :

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慈林山煤业

”
)金额分别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57

亿元授信额度和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亿 元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我们认为,公 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助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业 务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对于合并报表范圊内全资子公司,公 司对

其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状况具有控制力,公 司为此提供担保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发展造成影响。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独立鳌事 :

肜 乡

2020年 10月 29日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