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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1-015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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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

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是为确保公司的市场经营持续稳定运行而进行的，不会对公

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关联交

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4月8日，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4名非关联董

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前收到了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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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材料,审阅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事项的专项汇报,

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并在董事会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议案所述关联

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

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议案所

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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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类

别内容 
关联人 2020 年预计 2020 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发生额与实际发生额的差异原因 

煤炭购销

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15,000.00  11,080.60 煤价下跌，购销未达到预期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0 87,901.81 煤价下跌，购销未达到预期 

购销业务 河南省晋昇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  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恒兴煤业有限公司 500.00 132.63 未投产，仅出售了少量工程煤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陆成煤业有限公司 500.00  未投产，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10,000.00 15,863.04 2020 年投产，煤炭产量增加 

购销业务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20,784.43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减少了采购及销售量 

购销业务 山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0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 2,385.45 因市场变化，业务开展未达到预期 

购销业务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晋浙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 1,0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省投资集团（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 22,967.59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减少了采购及销售量 

购销业务 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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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1,394,03 因业务需要，配套材料及设备采购增加 

购销业务 山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  业务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临汾市新临北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1,000.00  业务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100,000.00 86,599.69 煤价下跌，销售未达到预期 

购销业务 同煤朔电秦皇岛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  业务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17,700.00  因公司经营战略优化调整，未开展相关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302.23 因业务需要，配套材料及设备采购增加 

购销业务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411.65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17,936.75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969.87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山西焦煤国际发展古交煤焦经销有限公司  553.73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960.85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151.04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1,568.36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购销业务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5,509.53 业务开拓，发展新客户 

其他业务 

购销业务 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40.51 内部用于福利采购减少 

接受劳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1,129.06 因业务需要，提供服务增加 

接受劳务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288.19 因市场变化，业务减少 

接受劳务 山西山煤国源煤矿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 6,595.15 因煤矿掘进工程量增加，配套服务业务量增加 

接受劳务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接受劳务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接受劳务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6,234.79 煤矿巷道掘进及采剥工程量增加，业务增加 

接受劳务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3,0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接受劳务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8.77 部分公司搬入新址增加物业服务 

接受劳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3,840.80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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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3,269.80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14,599.39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13,178.95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接受劳务 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540.03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接受劳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686.86 因业务需要，增加新客户 

提供劳务 山西潞安司马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因市场变化，未开展相关业务 

资产租赁 

租赁关联方

办公楼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1,158.64 部分公司办公地址搬迁租赁面积减少 

租赁关联方

办公楼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92.06 部分公司搬入新址增加租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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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2021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内容 关联人 
2021 年预计发

生金额 

煤炭购销业务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3,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12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恒兴煤业有限公司 5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陆成煤业有限公司 5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30,000.00 

购销业务 河南省晋昇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省投资集团（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000.00 

购销业务 临汾市新临北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500.00 

购销业务 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100,000.00 

购销业务 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8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2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焦煤国际发展古交煤焦经销有限公司 4,500.00 

购销业务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购销业务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200.00 

购销业务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2,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4,500.00 

购销业务 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800.00 

购销业务 山焦物资（上海）有限公司 4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4,000.00 

购销业务 山投集团（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晋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购销业务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 

购销业务 山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500.00 

购销业务 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 1,000.00 

其他业务 

购销业务 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接受劳务 长治市聚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00.00 

接受劳务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接受劳务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接受劳务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接受劳务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 

接受劳务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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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劳务 山西山煤国源煤矿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9,000.00 

接受劳务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接受劳务 山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00.00 

接受劳务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4,200.00 

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 

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2,900.00 

接受劳务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26,000.00 

接受劳务 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000.00 

接受劳务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210.00 

提供劳务 山西潞安司马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资产租赁 

租赁关联方办公楼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租赁关联方办公楼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850.00 

租赁关联方办公楼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设备管理中心 1,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27日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保民 

主营业务：国有资本运营管理；省政府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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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2日 

注册资本：1,062,322.99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械修造；批

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外）；道路货物运输；汽车

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仅限本公司及下属

分支机构取得相关特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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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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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3、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1年5月9日 

注册资本：222,941.401913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精煤、焦炭、动力煤及煤

化工产品等）、煤炭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属、化工产品（危险品除

外）、工业盐、农副产品、橡胶制品、钢材、建材（木材除外）、五金交电、塑

料制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的销售；电力业务；发供电；进出口业务；种植业、

养殖业；技术开发与服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节能技术服务；普通仓储；投

资煤炭、焦炭、煤化工生产、贸易型企业及其他实业；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

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服务，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及相关咨询业务，与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非金融）；远洋货物运输（国际远洋船舶运

输）、国内水路运输（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运输）；船舶维修及检验

（船舶维修）；润滑油（危化品除外）、物料备件批发及供应（润滑油、备件的代

理）；船舶买卖、租赁、运营及资产管理（非金融）；其他船舶管理服务；国际、

国内船舶管理业务；信息咨询（船舶维修、船舶运输业务的咨询服务）；外事咨

询服务；房地产开发；批发零售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住宿、餐饮服务、自有房

屋租赁、会展会务服务、汽车租赁、保健、美容美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硝

酸钴、硫酸镍、氯化镍、硫酸钴、氯化钴的批发（无存储，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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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9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争元  

主营业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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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firm/56e4ec92c43edc0b14dff26af71a98be.html
https://www.qcc.com/firm/153500cd5ba813e21c74a57af442370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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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5、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2月20日                                                                                                        

注册资本：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焦亚东 

主营业务：加工：精煤；销售：原煤、焦炭、生铁、精煤、中煤、煤泥、焦

粒、焦粉、精矿粉、钢材、硅锰合金、不锈钢材、镍铁、铬铁、镍矿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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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6、河南省晋昇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1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鑫 

经营范围：科技信息咨询及技术开发（非研制）和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煤炭、钢铁、矿山机械、五金日化的销售。 

控股股东：山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恒兴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永前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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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8、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陆成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5月2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10 

法定代表人：刘彦杰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批发；煤炭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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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9、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忠杰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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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10、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6月11日                                                                                                        

注册资本：569,624.78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 

经营范围：不锈钢及其它钢材、钢坯、钢锭、黑色金属、铁合金、金属制品

的生产、销售；进出口：钢铁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的国内贸易和进出口；批发零售

建材(不含林区木材)、普通机械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技术咨询服务；冶金

技术开发、转让；冶金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推广；铁矿及伴生矿的加工、

输送、销售；焦炭及焦化副产品,生铁及副产品的生产、销售；化肥(硫酸铵)生

产、销售；生产销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称重系统设备；工业自动化工程；

工业电视设计安装、计量、检测；代理通信业务收费服务(根据双方协议)；建设

工程：为公司承揽连接至公用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线

及其配套的设备工程建设业务，工程设计、施工；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

际招标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口。电力业务：发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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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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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山西省投资集团（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30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曹清平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管理咨询；

仓储；国内货运代理；船舶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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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9日 

注册资本：15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树彪 

主营业务：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粉煤灰、石膏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热

力生产和供应；电力设施维修；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开发与电力相关的综合利

用项目；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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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13、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海兵  

经营范围： 煤矿科技技术的咨询、服务、设计、研发、转让；节能生态环

保技术的咨询、设计、服务、改造及系统运营；信息系统、通信系统及工业自动

化系统的规划、设计、集成、工程总承包和运维服务；矿山工程、地质勘探工程、

物探工程、勘察工程、岩土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

包；矿用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环保设备、矿山特种车、煤矿机械的研发、制

造、销售；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煤基新材料技术研发、制造、销售（危险化学品

除外）；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广及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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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安装、维护；企业形象策划；

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房屋租赁；

会议会展服务；企业管理培训服务（不含营利性民办学校、营利性民办技工院校

和营利性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所列培训内容）；化工材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的研发、生产、销售；液压支架用浓缩液、乳化油、防冻液（不含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及销售；机电设备（特种设备除外）租赁、维修、安装及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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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4、临汾市新临北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3月1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焦亚东 

主营业务：发运、经销：原煤、精煤、焦炭及相关服务业务。经销：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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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临汾临北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15、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奇 

主营业务：石油制品（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新能源产品、焦炭、

煤炭（无仓储）、金属材料的销售；环保技术研发及技术咨询、煤炭综合利用技

术开发、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物业管理服务；货物装卸服务；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清洁能源的技术推广及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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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_ab8f1a61eb7cc91a323f96f063f24a90.html
https://www.qcc.com/firm_ab8f1a61eb7cc91a323f96f063f24a90.html
https://www.qcc.com/firm_147196bb7c5422c07a71cb888dd501fc.html
https://www.qcc.com/firm_147196bb7c5422c07a71cb888dd501fc.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e6ba71f20e8013ba2230a09f15e96bc.html
https://www.qcc.com/firm_be6ba71f20e8013ba2230a09f15e96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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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6月18日   

注册资本：10,820万元 

法定代表人：兰海奎 

主营业务：产业扶贫开发与合作；农作物种植与销售；农副产品存储与销售；

动物饲养场：水产、家禽养殖；水产、家禽销售；食品经营；住宿服务；生态观

光旅游；农村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园林绿化工程及技术服务；农业项目开发；生

态农业配套设施经营；土地荒漠化治理、环境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现

状的研究与咨询；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饮料制造；农副

产品加工；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制造；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者禁止的技术和商品除外)；粮食收

购与销售；棉花收购与销售；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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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17、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红武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危险化学品（硫酸、盐酸、硝酸、

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液氨、硫磺、二硫化碳、碳化钙、甲醇、乙醇、乙醇

溶液、苯、粗苯、甲苯、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焦油、洗油、粗蒽、丁烯二酸酐、

萘、煤焦沥青、丙酮、石油醚、甲基叔丁基醚、杂酚、粗戊烷、醋酸乙烯、丁二

烯、丁酮、异丙醇、二甲苯、三甲苯、轻油、脱酚油、碳8、溶剂油）、石油焦、

石脑油、凝析油、煤炭、木材、钢材、铁矿石、水泥的销售；汽油、煤油、柴油

批发业务；成品油（燃料油）进口及销售，纸浆、纸张的进口及销售；机电产品

的进、出口及销售；货物代理及咨询,油罐租赁，甲醇锅炉燃料。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8、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319b5f0928fb103f61aaec1c77a9b4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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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年7月3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俊虎  

经营范围：煤炭的运输和销售；安全生产管理；经营管理煤炭企业；煤焦科

技开发；提供煤炭信息咨询服务；煤矿设备租赁和销售；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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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 

 

19、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11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龙  

经营范围：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以自有资金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的

项目进行投资；销售：焦炭、煤炭、机电、化工（国家限制的除外）、燃料油、

溶剂油、润滑油、蜡油（除危化品）、有色金属（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钢材、

化肥、建材、木材（不含林区木材）、生铁、矿产品、橡胶制品、钢丝绳、汽车

（小轿车除外）；矿用设备修理；自有机电设备租赁；技术开发、信息咨询及服

务；承办中外合资、合作及“三来一补”业务；废旧物资的回收与销售，仓储服

务；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食品经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儿

配方乳粉)；经营：甲苯、苯、粗苯、1-甲基萘，煤焦沥青，甲醇，乙醇溶液，

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钠，硝酸，萘，甲酚，碳化钙，硫磺，二硫化碳，马来酸

酐，煤焦酚，粗蒽，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苯胺，环己酮，苯

乙烯，甲醛溶液，乙酸，（二）甲醚，邻苯二甲酸酐，正丁醇，1.2-二氯乙烷，

有机硅树脂，2-甲基-1-丙醇，石脑油，石油醚，苯酚、洗油（以上不包括储存、

运输，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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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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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山西焦煤国际发展古交煤焦经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7月19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国军  

经营范围：煤炭及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金属矿及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和监控化学品），建材销售，其他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

品），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销售，电气设备销售，贸易代理，焦炭销售，煤

质化验检测，铁精粉销售，钢材销售，木材销售，五金交电销售，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建设和管理及售电业务，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食品、酒、副食、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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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1、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27日 

注册资本：15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旭芳  

经营范围：焦炭生产、销售；煤炭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一分厂焦

油21357吨/年，粗苯6600吨/年，硫磺732吨/年，煤气2.6亿Nm3/年 ；二分厂焦

油38410吨/年，煤气4.03亿Nm3/年）；食品经营；润滑油销售；道路货物运输。

（许可项目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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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2、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03月20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耿新江  

经营范围： 铁路、公路煤炭批发经营;铁路货运；自备车出租；机车修理；

https://www.qcc.com/firm/8737443ef03b237734675a8bb8f671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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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专用线维护；销售：建材、机械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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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23、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01日 

法定代表人：齐刚  

经营范围：在公司范围内为公司承揽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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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7月28日 

注册资本：32,111.11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宇宁  

经营范围：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热力、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销售：

粉煤灰及其制品，硫酸铵，石膏及其制品、再生水、材料设备；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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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5、襄垣县漳江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1月15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博  

经营范围：襄垣县县域范围内煤层气（天然气）输气管网规划、设计、建设

的组织经营管理；煤层气（天然气）对外专营的管理实施；煤层气（天然气）输

送、配送、储运的管理；煤层气（天然气）开发利用与咨询服务；煤层气（天然

https://www.qcc.com/firm/7216cc2f81849435b6954d28d3c1f59f.html
https://www.qcc.com/firm/e4d2aa6187476765b7a6a4ac2e55dc92.html
https://www.qcc.com/firm/d717a0c26e72288d3935ebc9dc91fe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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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加气站建设的组织管理；城镇燃气经营；煤层气（天然气）汽车改装的管理

服务；压缩煤层气（天然气）、液化煤层气（天然气）运营管理；燃气灶具、材

料、设备和配件的销售；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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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26、山焦物资（上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忠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铁矿石、钢材、机械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及

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除外）、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金属制

品、珠宝首饰（毛钻、裸钻除外）、矿产品、金属材料、铁路货车零配件、建筑

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服务，国际贸易、转口

贸易，国内道路货物运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贸易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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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7、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山西漳电同华发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8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甄裕  

经营范围：电力业务：发电业务；电力供应：售电业务；电力设施安装、维

修、试验；热力生产和供应；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

（不含危险品）；电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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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8、山西晋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28日 

https://www.qcc.com/firm/h3ce13f35764f0f1a32304c24a17b3f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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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廉海廷  

经营范围：石脑油、石油醚、苯、苯乙烯（稳定的）、甲醇、乙醇（无水）、

异丁烷、异丁烯、丙烯、乙烯、乙烷、丙烷、异辛烷、异戊烷、甲基叔丁基醚的

批发无仓储（凭有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桶装润滑油、石油沥青、

化肥、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钢材、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

建筑材料、水暖配件、锻件、铸件、法兰、管件、生铁、金属材料、橡胶制品、

有色金属、矿产品、机电产品、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汽车、

计算机及耗材、针纺织品、橡胶制品的销售；节能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合同

能源管理；物流方案设计；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计

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

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咨询）；

木材加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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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29、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2月19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岩军 

主营业务：煤炭及制品、食用农产品、化肥、建材、五金电料、铝合金制品、

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电子产品、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稀

有贵重金属除外）、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文具用品、体育用品、日用品、

服装、鞋帽、未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工产品的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需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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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30、山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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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年9月27日 

法定代表人：乔岗杰 

注册资本：98,600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管理电厂；电力业务：开发和经营为电力行业服务的

机电设备、燃料、灰渣综合利用及中水业务；脱硫石膏、灰渣销售及综合利用；

电力供应：售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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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 

 

31、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颉钰 

成立日期：2009年7月23日 

注册资本：50,689.94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售电业务；热能生产业务，供

暖业务，供汽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销售发电副产品（含热水、水蒸气、煤

气、粉煤灰渣【非污染类】）、水泥、熟料、骨料；销售煤炭（不得在政府划定的

禁煤区内设立燃煤生产经营和贮存场所）；职业中介活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

收集和发布，就业和创业指导，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测评，人力资源培

训，承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号后所列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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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32、长治市聚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7日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俊虎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太阳能能源技术研究；以自有资金对企业项目进

行投资（不得从事融资、信托、证券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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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5aaa614b9148f85ca6b21a0b08626a2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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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82年02月28日 

注册资本：37,002.94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成寿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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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三元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4、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28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杜锐 

主营业务：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通信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铁路工程施

工；土木工程建筑；地基处理、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古建筑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路基交通工程、输变电工

程、特种工程、模板脚手架、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压力管道施工；安全技术防范

设计、安装工程；电力承装（修、试）；地质灾害防治；建筑节能；对外承包工

程；出口工程材料、设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

和禁止的除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防雷工程、检测；消防设施维护、

保养、检测；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房地产

开发、房地产经纪服务；工程机械设备、机具的制造、销售、维修、租赁及技术

服务；钢结构构配件的生产、销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和维修；中央空调设备

的维护；建材鉴定检验；商品混凝土；沥青混凝土制品加工；非标制安；批发零

售五金交电、建材、装潢材料、水暖器材；建筑模板的生产及销售；物业服务；

家政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品）；食品经营；计算机网

络工程及软件开发；代理记账；会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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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qcc.com/firm/e39b626be1a4cea92b6ba2e38c10d8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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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山西园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月1日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韶勇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建筑施工：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古建筑工程、

地基基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电力工程、冶金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铁路工程、建筑

幕墙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特种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土石方工程、混凝土预制

构件工程、预应力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古建筑维修保

护、近现代文物建筑维修保护；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维修；工程设计；建

筑物拆除；金属门窗制造及安装；工程检测；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

与设备租赁；进出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对外承包工程、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承包；建材检测；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以自有资金对境外矿产和农业项

目的投资、工业加工；承担国外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咨询、勘察、设计；上述境

内外工程所需的设备销售；批发零售电气设备、建筑机械设备、钢材、木材（林

区木材除外）、建筑材料、工矿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生产加工混凝土添加剂、

涂料、建筑材料添加剂；建筑机具出租、修理；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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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1月25日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米兴吉 

主营业务：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

公用施工总承包贰级；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四项施工按资质证经

营)；消防工程设计及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电缆电缆、化工产品(不含危

https://www.qcc.com/firm/46b112db5783b976336d67d8a87b8f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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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橡胶制品、科教器材、消防器材的销售；消防

设施维护、保养及检测；灭火器维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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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5月22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建梁 

主营业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五金、水暖管件、建材零售；燃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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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38、山西山煤国源煤矿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恒忠 

主营业务：煤层气综合利用工程技术开发；煤层气钻孔设计与施工；煤层气

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探放水设计与施工；地质构造探测与施工；地质勘探、物探、

化探工程；测绘技术服务；勘查工程施工及钻井技术咨询；矿山工程设计及工程

总承包；矿山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机械设备租赁；机电

设备销售、服务维修及安装工程；安防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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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9、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08月10日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秦海冰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汽车租赁；食品经营：餐饮服务；餐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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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城市生活垃圾：清扫、运输；房屋、公共市政设施管理；道路清扫服务；清

洗服务；城市停车场服务；环境工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钢材、建材、五金交

电、日用百货的销售；盆景、花卉的种植、租赁与销售；园林绿化工程；酒店管

理；消杀服务；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服务；展览展示策划；会议服务；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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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0、山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1月20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茂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自有房地产租赁，房产中介服务；

建设工程：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建材批发

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以自有资金对建设项目、教育基础设施及

城市建设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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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41、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23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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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煤集团煤业管理有限公司  

 

42、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04月25日  

https://www.qcc.com/firm/637f019a40b4de9f16b8cb25f07aeddb.html
https://www.qcc.com/firm/637f019a40b4de9f16b8cb25f07aeddb.html
https://www.qcc.com/firm/2bfb7ef69fcba6cd40028fa06bad39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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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10.43826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润根  

经营范围：煤矿生产技术管理与服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矿山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设备维修及租赁；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煤炭、钢材、

五金交电、机电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办公用品及办公设

备的销售；煤质化验；煤炭洗选加工；煤矿地质、水文勘探；钻孔工程施工；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对外承包工程；信息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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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3、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郭峰林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电力业务：发供电；电力供应：电力采购与销售；

电力设施承运承修；电力设备及配件销售；设备清洗；保洁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化验；机电修理；普通机械加工；节能改造；新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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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07月25日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苗培义  

经营范围：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具体承包工

程范围详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电力承装三级、承修二级、承试三级；起重

https://www.qcc.com/firm/8093c8bc41696a7720dfa1019c1906a2.html
https://www.qcc.com/firm/8093c8bc41696a7720dfa1019c1906a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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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安装、维修（A级）；锅炉安装改造维修(P≤2.5MPa的锅炉)；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三级；建筑材料、水磨石制品、粉煤灰、日用百货销售；土方机械租赁、设

备租赁、设备代购代销；房屋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维修、养护服务；门窗加工销

售；矿井钻探技术咨询；园林绿化；利用粉煤灰、水泥等辅助材料加工及销售矿

用浇注料；地质灾害防治施工丙级、压力管道安装（GB2（2））；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混凝土生产及销售。交通设施和铁艺栏杆的制

作、销售、安装；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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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45、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11月14日  

注册资本：65,945.64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光林  

经营范围：煤炭销售；爆破作业设计施工；电力工程；电力设施安装、维修、

试验；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机电设备安装；钢结构工程；公路养护工程；公

路工程；钻井工程；地质勘查；混凝土预制构件工程；木器加工；门窗加工；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环保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幕墙工程；

石油化工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压力管道工程；混凝土生产、销

售；模板脚手架租赁；特种设备生产；电梯安装；土石方挖掘；市政公用工程；

绿化工程设计；园林绿化工程；照明工程；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煤泥、加

工尾煤销售；水泥生产、销售；石灰岩开采、销售；道路货物运输；食品生产；

煤炭开采服务；建材、工程机械及配件、矿用材料、机电产品、汽车、办公用品、

五金交电、煤专设备及配件、电厂专用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铁矿砂销售；机

械设备、自有房产出租；水电暖设备维修；燃气设施安装、维修；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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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5c4b93f4c23f5b98a85ed9bf497fc6ed.html
https://www.qcc.com/firm/de6b45a3d09e2d4824df98bdc8a37c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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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焦仲德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工程、矿山工程、机电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地基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预拌混凝土、桥梁

工程、钢结构工程、模板脚手架、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公路路

基工程、输变电工程、环保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管道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销售文具用品、

体育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建材、一般劳保用品、钢材、五金、交电，

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塑料板、管及型材，制作、安装、销售建筑门窗，

生产、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作、销售钢模板、钢架板、直螺纹套筒、U型

卡，建筑设备、周转材料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

屋、场地、设备租赁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机电设备修理、起重机专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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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7、山西潞安司马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8月22日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安伟 

主营业务：煤炭、焦炭经销;铁路煤炭、焦炭、货物装卸及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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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48、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设备管理中心 

 成立日期：2015年4月2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潘海兵  

https://www.qcc.com/firm/1c57ce8360071a61cfe2f94977330e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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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矿山设备和洗煤设备的租赁、经销及配件经销；矿山设备和洗煤

设备的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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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机械电气有限公司汾西租赁分公司 

 

49、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6月22日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民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含腐蚀品、易燃液体、有毒品）的销售（凭《危险

化学品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21年6月5日）；通过铁路经销焦炭；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仅限分公司使用）；煤炭、煤制品、钢材、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

铁矿石、生铁、铁合金、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工产品）、石油焦（不

含危险化工产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化肥、塑料制品、有色金属、铝土矿

原材料、工业盐、铝制品、计算机及配件、汽车、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的销售及

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项目的进出口业务；市场信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

物流配送信息服务；商务中介服务；房屋租赁；矿产品检测服务；废旧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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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山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9月14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麟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对物联网、铁路沿线装车点、专用线、货物仓储设施

的投资；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化品）、包装、装卸（除专控品）；批发零售煤炭、

焦炭、煤制品、建筑材料、钢材、生铁、有色金属、铁矿粉、电线、电缆、机电

产品、机械设备、汽车及其配件、化工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物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会议、会展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货

物运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无车承运）、网络货运（危险货物运输除外）、汽车

https://www.qcc.com/firm/0759bff217bbe608225332836b287c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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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港口产业投资、港口和航空配套服务；铁路货物专用设

备、载具的销售、租赁；医疗器械经营：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批发；经营

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煤炭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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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51、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7月5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陆飞 

经营范围：煤炭、焦炭、机械设备及配件、煤制品及煤炭副产品、汽车配件

及用品、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生铁、橡胶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

电子产品、农副产品、铁精粉、木材、纺织品、计算机及硬件设备、服装鞋帽、

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家用电器、日用品、石油焦、化肥、球团、镍铁、铬铁、

锰铁、硅铁、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通讯设备、通讯器材的销售；矿用设

备修理；对外贸易；仓储服务；废旧物资回收；食品经营；医疗器械经营；新能

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管理；汽车租赁；普通机械设备的租赁；通信系统集成、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煤炭洗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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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2、晋浙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旭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水产品批发；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珠宝首饰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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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肥

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金属制品销售；通讯设备销

售；办公设备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箱包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化妆品批发；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水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初级农产

品收购；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有色金属

合金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汽车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电气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零

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再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舟山区域不设置

堆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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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粮食收购；食盐批发；食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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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3、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6日 

注册资本：30,159.6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皓炜 

经营范围：零售硫酸、烧碱（片碱）、乙炔、次氯酸钠溶液、溶剂油、煤油、

水银、氧气、二氧化碳、亚氯酸钠、磷酸、氟化钠（许可至2021年1月8日）；批

发、零售汽车；经销煤炭、焦炭、钢材、铝材、铜材、铁矿石、铁矿粉、建材、

木材、铝矾土、硫铁矿、非金属矿及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不含

火工、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润滑油、润滑油脂、机械设备及配件、

输送带、升降机、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一般劳保用品、化妆品、卫

生用品、清洁用品、消防器材、特种劳保用品、医疗器械；国家允许的废旧物资

回收；场地房屋租赁；物资招投标代理；物流服务；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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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54、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qcc.com/firm/1c57ce8360071a61cfe2f94977330e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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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年3月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春阳 

主营业务：商品的电子交易及结算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

货运站货场经营及管理；煤炭、焦炭、钢材、建材（木材除外）、金属制品、化

工产品（危化品除外）、铁矿石、铁矿粉、燃料油、石油焦、润滑油、酒、机电

设备、五金产品、农副产品、汽车、日用品、计算机产品及辅助设备销售；进出

口：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综合布线、

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商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IT运维服务及网络技术支

持；会展服务；户外广告制作、发布、代理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高科

技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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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5、同煤朔电秦皇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8月28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红军 

主营业务：煤炭（禁煤区、禁燃区内禁止储煤销煤）、焦炭、水泥熟料、其

他机械设备的销售；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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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56、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7日   

注册资本：178,980万元 

法定代表人：南培珠 

主营业务：煤炭洗选加工；以自有资金对煤炭企业、电力企业项目的投资及

经营管理；林木种植；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机械加工及修理；工程建筑安装；

煤炭副产品开发利用；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煤矿设备

https://www.qcc.com/firm/c81c0b65f3fa68baba0a9c93864991a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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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自备铁路管理及养护，旅游项目开发及管理；煤炭批发经营；锅炉安装、

改造、维修。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7、大同煤矿集团云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01月31日   

注册资本：2,655.61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兴武  

主营业务：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货物装卸服

务；场地租赁；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品）；铁路运输；食品经

营（以上两项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铁路设备维护；机械设备租赁；进出口业务；

销售煤炭、汽车、厨房用具、木材、活性炭、高岭土、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品）、橡塑制品、钢材、金属材料、农副产品、五

金产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电子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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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58、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1月27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五平  

主营业务： 节能环保设施的设计、改造、运营、管理；科技技术的咨询、

设计、开发、转让、服务；地质勘探、物探工程；测绘技术服务；检测检验技术

服务；物流园区的设计、规划；建筑工程；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计算机系

统集成；生态修复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安防工程；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的

销售与租赁；矿用机电设备、采掘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安装、维修；

矿用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选煤材料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维修；电

光源、电器及照明灯具的销售；节能环保产品的销售、设计、安装及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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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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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左云草垛沟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能源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河南省晋昇实业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恒兴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洪洞陆成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蒲县万家庄煤业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浙国际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物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国金电力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长治王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投资集团（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兆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洋浦中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长治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焦煤国际发展古交煤焦经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阳泉煤业集团昔阳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省焦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分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焦物资（上海）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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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控电力同华山西发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晋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商品电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中北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西铭矿选煤厂长子分厂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设备管理中心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临汾市新临北煤焦集运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煤物产环保能源（浙江）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合营企业 

同煤朔电秦皇岛能源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山煤国源煤矿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晟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同一集团公司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西山煤电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长子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潞安司马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股母公司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公司与上述关联

方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为：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并签订相关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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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是为确保公司的市

场经营持续稳定运行而进行的，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本次新增的关联方均为公司长期合

作客户，由于股权控制关系构成关联方，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

产经营所必需的，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期

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和独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