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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21-009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与港华（安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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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是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以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公平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盈利能力以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与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华（安徽）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纪伟毅先生、陈圣勇先生共两位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其他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港华（安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

关联交易及 2021年预计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公司生产活动所必需，并在

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所有交易均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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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与港华（安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

交易及 2021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的客观需要，交易本身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

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规范，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以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与港华（安徽）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2021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总额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限公司将在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2020年预计

金额 

2020年实际

金额 内容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0,000.00  41,211.62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7,000.00  10,311.58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7,000.00  10,038.97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700.00   3,798.81  

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900.00   1,357.36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500.00   3,616.47  

马鞍山博望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400.00     449.35  

马鞍山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200.00   1,473.91  

芜湖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00     976.60  

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4,300.00   2,080.66  

黄山太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90     680.54  

黄山徽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200.00     978.17  

修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      30.48  

武宁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       12.64  

小计   120,690.00 77,017.16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材料款 30       2.59  

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材料款          0.54  

港华紫荆农庄（句容）有限公司 材料款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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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华农业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材料款          3.63  

安徽省江北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水费       10.00         0.38  

小计         40.00        17.09  

合计   120,730.00 77,034.24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上述与修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

交易 30.48 万元,与武宁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交易 12.64 万元,与名气家（深

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材料采购交易 0.54万元，与港华紫荆农庄（句容）有限公司材

料采购交易 9.94 万元，港华农业投资（南京）有限公司材料采购交易 3.63 万元均不

需要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2021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内容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6,000.00      11.14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3,000.00       2.59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5,000.00       2.99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000.00       1.39  

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500.00       0.50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6,000.00       1.19  

马鞍山博望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000.00       0.20  

马鞍山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500.00       0.50  

芜湖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500.00       0.30  

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500.00       1.09  

黄山太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000.00       0.20  

黄山徽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500.00       0.30  

小计   112,500.00      22.39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材料款      30.00  - 

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材料款       3.00  - 

港华紫荆农庄（句容）有限公司 材料款      15.00  - 

港华农业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材料款       5.00  - 

安徽省江北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水费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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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63.00  - 

合计   112,563.00       -  

 

二、关联方介绍 

（一）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1.公司副董事长纪伟毅先生任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其他企业 

（1）安徽省江北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7,444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B楼 402-A室 

法定代表人：高骏 

主要股东：华衍水务（安徽江北）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在特许经营范围内，以统一管网形式从事集中式供水；供水厂及输配

管道供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经营；住宅供水一体化设施的受托运行、维护服务；供水

设备设施及管道的设计、安装。（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目除外，涉

及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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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港华紫荆农庄（句容）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 

注册地址：句容市宝华镇宝华村红门楼 291 号界碑 

法定代表人：纪伟毅 

主要股东：港华农业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南京高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等 

经营范围：花卉、苗木、果树、蔬菜种植、销售；淡水鱼、畜禽养殖、销售；生

态养殖技术咨询； …… 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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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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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气家（深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军 

主要股东：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济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从事广告业务；

佣金代理；国内贸易；软件开发；……保健食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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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公司董事陈圣勇先生任职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其他企业 

（1）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大道中段 1211 号 

法定代表人：许志 

主要股东：铜陵市燃气总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铜陵市管道燃气的输配管网及相关设施（含加气站）的建设、设计和

经营；燃气（包括管道燃气）的生产、采购、储存、加工及输送、供应和销售；燃气

设备、燃气器具及相关配套设备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安装、维修及提供各种售后服

务。“燃气”是指供给民用生活、商业经营和工业生产等使用的天然气、压缩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及其它气体燃料。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第 2 类）。（经营范围中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2）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3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 294号 

法定代表人：何族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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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安庆市煤气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安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经营安庆城区范围内的管道燃气项目。安庆市区范围内

统一生产、加工、储存、输配和销售各类气源的管道燃气（含瓶组方式）。液化石油气、

压缩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批发和零售；燃气汽车加气业务；制造燃气炉具、仪表及设

备；批发和零售自产或非自产的燃气器具、仪表及设备；提供燃气设施设计、安装、

维修、抢修等服务；从事其他相关业务。（安徽省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6年 12

月 31日止） 

（3）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工业园区清溪大道 228号 

法定代表人：林光亮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燃气的生产、经营、输配、销售；燃气设备、器具及相关技术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服务；车用燃气的供应及加气站的经营；燃气工程的设计、施工

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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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8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安定东路 107号 

法定代表人：宋竹林 

主要股东：邹梅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燃气设施建设和经营；燃气加工、储存、输配、供应；汽车加气；燃

气具零售（上述产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

理）。（该公司原为内资企业，2013 年 3月 25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5）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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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东河园双溪路 

法定代表人：林光亮  

主要股东：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燃气输配、经营与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燃

气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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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红旗南路 127号 

法定代表人：严斌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马鞍山)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江东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含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的生产、输配、销

售及相关经营服务（含客户服务）；城市燃气工程项目（含管网）及相关设施的建设与

运营；城市燃气工程（含管网）设计与施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压缩天然气、液化

天然气）；批发、零售燃气燃烧器具及零配件、配套装置、厨具、仪表、五金交电、家

用电器；从事橱柜的销售、安装及配套服务；燃气缴费以及其他燃气相关服务（除涉

及配额、许可证及国家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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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鞍山博望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新区博望镇南环路和工业中路交叉路口  

法定代表人：严斌  

主要股东：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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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涂县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输配、销售及相关经营服务（含客户服务）；城镇燃气工程项

目（含站场、管网）及相关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燃气器具及零配件、厨具、五金的批

发零售；燃气收费以及其他燃气相关服务。 

（8）马鞍山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郑蒲港新区姥桥镇和沈路 288号 

法定代表人：王政文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郑蒲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特许经营地域范围内管道燃气的建设与经营；CNG/LNG 供气设施的建

设和经营及加气业务；供气设备设施及管道的设计安装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9）芜湖江北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 B楼 408-F室 

法定代表人：王政文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燃气设施建设与经营（该项目按特许经营许可协议开展，中标项目为

安徽省江北产业集中区及周边镇区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项目）；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范

围内的燃气生产、存储、输配、供应及汽车加气；（上述经营范围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燃气具销售；天然气利用技术的推广和服

务。 

（10）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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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燃气的生产和供应；燃气设施安装、维修和管理；燃气器具及相关设

备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CNG汽车加气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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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黄山太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50万美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波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在黄山区批准的区域内建设、经营管道天然气输配管网及相关设施、

汽车加气站；管道天然气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天然气器具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

及销售、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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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黄山徽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0万美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波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在徽州区批准的区域内建设、经营管道天然气输配管网及相关设施、

汽车加气站；天然气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天然气器具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制造及销

售、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的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 

（13）修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义宁镇南桥村 

法定代表人：王志国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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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三联利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和经营管道燃气的输配管网及相关气体储存、运输设施；

生产、加工、输送、销售各种管道燃气（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代天然气）；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有关燃气应用设备、气体仪表、燃气炉具及相关配套设备、

及提供各种售后服务；从事与前述相关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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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武宁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000 万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万福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刘宁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城镇燃气的生产、采购、输配和供应；燃气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管理；提供燃气输配和使用过程的安装、维修、维护服务；燃气、燃烧器具和相关设

备的销售、安装、维修和相关售后服务（以上项目涉及经营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15）港华农业投资(南京)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 万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 10-163号 

法定代表人：陈圣勇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江苏)农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领域依法进

行投资；…… 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企业形象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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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关联方 

1.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5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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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威路 8号 

法定代表人：褚国良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湖州）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区域的管道燃气输配管网和相关设施的建设、

管理和经营；管道燃气的生产、输配和销售；燃气设备、炉具等相关配套设施的生产

和销售。（凭资质经营）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天然气销售价格均由物价部门核定，因气源、用气结构、管输距离不同，

对不同客户核定的销售价格会有所差异。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实际销售价格与物价部

门核定的价格一致，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定价原则相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2.公司因业务需要发生的租赁、材料采购等行为，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3.公司因业务需要发生的水电费用，均以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销售商品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为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品交易具有市场

必然性。 

2.关联方采购商品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招标采购程序向关联方采购商品，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 

综上，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在 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有其必然性，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开的原则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公

允，不会损害本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