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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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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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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煤能源”）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2021-2023 年度持续性

关联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山西焦煤集团”）续签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公司与中天

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天合创”）续签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

应框架协议》以及该等协议项下的 2021-202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公司拟对上述协议项下 2021-2023 年度部分日常关

联交易年度上限金额进行调整。 

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上限的议案》，其中，

与中天合创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彭毅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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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认

可，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 2021-2023 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上

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调整2021-2023年度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

言公平合理；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前述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 调整 2021-2023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上限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

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调整 2021-2023 年度相关关联交易上限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协议

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公司向山西焦

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提供煤

炭等相关产品

和服务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 

2020 年：110,000 2020 年：54,100 

受山西焦煤集团

采购意愿影响，

山西焦煤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向公

司购买煤炭等产

品和服务未达预

期。 

中天合创向公

司提供煤炭等

相关产品和服

务 

中天合创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 

2020 年：335,000 2020 年：234,100 

受中天合创所属

煤矿产量未达预

计影响，公司向

中天合创采购煤

炭产品数量未达

预期。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对 2021-2023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后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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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公司向山西焦煤集

团及其附属公司提

供煤炭等相关产品

和服务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附

属公司 

2021 年：77,000 2021 年：280,000 

2022 年：75,000 2022 年：280,000 

2023 年：76,000 2023 年：280,000 

中天合创向公司提

供煤炭等相关产品

和服务 

中天合创能

源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年：270,000 2021 年：360,000 

2022 年：270,000 2022 年：360,000 

2023 年：270,000 2023 年：360,000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 2021 年煤炭市场形势变化以及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

煤炭销售规模进一步扩大，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均向山西焦煤集团销售煤炭年

均比原预算增加 188 万吨，增加金额 187,709 万元。 

2、由于 2021 年煤炭市场价格处于高位，实际价格较原预算价格涨幅较大，

预计公司 2021-2023 年均向中天合创采购煤炭比原预算增加 80.4 万吨，单价增加

52.8 元/吨，年均增加金额 74,944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西焦煤集团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１号 

注册资本：1,062,322.99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建泽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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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集团全资子公司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山西焦化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中煤华晋集团有限公司 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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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的关联方，该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五）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焦煤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4,427.39 亿元，净

资产为 1,080.61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01.31 亿元，实现净利润 28.18

亿元。 

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山西焦煤集团依法

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中天合创 

公司名称：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大街西 3 号 

注册资本：1,751,6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毅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丙烷、甲基叔丁基醚、粗丁烷、重烯烃、1-丁烯、

混合 C4、硫磺、甲醇、氧[液化的]、氮[液化的]、乙烯、丙烯、煤基混合戊烯、

甲醇（10%-30%）（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止 2021 年 9 月 25 日）（限乌审旗化工

分公司使用）；一般经营项目：煤炭开采、洗选加工、销售；聚乙烯、聚丙烯、

硫铵、碳酸钠、氯化钠、硫酸钠及其他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

储存；发电；工业供水、供热；水处理、矿山机械、化工机械制造、维修；煤化

工设备租赁；煤炭、煤化工能源产品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及咨询服务。 

中天合创系本公司参股公司，由于公司董事彭毅担任中天合创董事长，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一）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天合创经审计总资产为 568.45 亿元，净资产为

201.07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7.07 亿元，实现净利润 5.51 亿元。 

公司与中天合创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天合创依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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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调整不涉及对相关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

策的修改，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签署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

与中天合创签署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进行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目

的具体如下： 

1、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签署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项

下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1）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以市价获得山西焦煤集团

稳定供应煤炭等相关产品和服务；及（2）本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获得按市价

采购本公司煤炭等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稳定客户。 

2、公司与中天合创签署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项下关

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1）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以市价获得中天合创稳定供应

煤炭等相关产品和服务；及（2）本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获得按市价采购本公

司煤炭等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稳定客户。 

（二）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

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