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1-044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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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关于控股股东有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0230 号），公司高度重视，经全面梳理核
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一、年报披露，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在控股股东重庆能投下属财务
公司存款余额 9.15 亿元，占公司货币资金比例约 60%，资金占比较高。
请公司核实关联存款余额情况以及是否在授权范围内，评估风险情况，
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保障资金安全，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回复：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存款等相关业务最早是经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于 2015 年 5 月首
次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公司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重庆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专项说明》，公司 2019 年度与财务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收取或支付
项目名称

一、存放于能投财务公司存款
二、向能投财务公司借款
1.短期借款
三、其他金融业务
1.存放于能投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1,090,961,849.79 3,211,445,587.29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利息、手续费

3,387,168,166.05

915,239,271.03

17,160,909.21

85,000,000.00

30,000,000.00

85,000,000.00

30,000,000.00

3,357,535.42

85,000,000.00

30,000,000.00

85,000,000.00

30,000,000.00

3,357,535.42

13,914,571.22

56,728,937.13

52,577,909.02

18,065,599.33

13,914,571.22

56,728,937.13

52,577,909.02

18,065,5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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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业务是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
融服务协议》【（2017）年第（101）号】继续适用。该协议约定由财务
公司为公司提供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高于 12 亿元的存款服务。2019 年
末，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9.15 亿元，在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
内。
经公司第三届九次董事会、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
财务公司重新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2020）年第（143）号】，将存款
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调整为“不超过 10 亿元”。2020 年末，公司在财
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9.96 亿元，亦在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根据公司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重庆燃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专项说明》，公司 2020 年度与财务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一、存放于能投财务公司存款
二、向能投财务公司借款
1.短期借款

年初余额

915,239,271.03 1,331,262,524.60

1.存放于能投财务公司承兑汇票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
利息、手续费
1,250,768,154.36

995,733,641.27

18,411,430.32

30,000,000.00

12,982,942.19

30,000,000.00

12,982,942.19

241,951.83

30,000,000.00

2,800,000.00

30,000,000.00

2,800,000.00

235,625.00

10,182,942.19

2.长期借款
三、其他金融业务

本年增加

6,326.83

18,065,599.33

77,117,867.11

48,238,954.02

46,944,512.42

18,065,599.33

77,117,867.11

48,238,954.02

46,944,512.42

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事项履行了董事会、股东大
会授权批准程序，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同时，公司制定了《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市
能源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下简
称“处置预案”），并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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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月取得财务公司的财务报告
根据处置预案，财务部每月取得财务公司财务报告，每年取得经审
计的财务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2.每月取得财务公司出具的风险提示函
根据处置预案，财务部每月取得财务公司出具的无风险提示函。
3.每半年开展一次资金测试
根据处置预案，财务部每半年对存放在财务公司的资金进行一次安
全性和流动性测试： 2021 年 1 月 25 日，完成 2021 年上半年资金测试，
支付中石油重庆销售部预付气费 14,000 万元。2020 年 2 月 24 日，完成
上半年 8,000 万元资金测试划转；同年 7 月 6 日和 15 日，完成下半年资
金测试，分别支付中石油重庆销售部预付气费 4,500 万元和 3,500 万元。
2019 年 4 月从财务公司转回 15,000 万元，2019 年 7 月从能财务公司转
回 20,000 万元，完成资金测试。
4.每半年进行一次风险评估
根据该处置预案，公司每半年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
状况进行一次评估，并作为单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历次风险评估，
尚未发现财务公司与其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风险管理
体系设计与运行存在重大缺陷。
截止 4 月 28 日，公司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9.12 亿元。4 月
29 日，公司将存放于财务公司的 7.63 亿元分 3 批次转回公司银行账户；
4 月 30 日，公司将存放于财务公司剩余的 1.49 亿元转回公司银行账户。
公司在财务公司所开立账户资金 9.12 亿元全部转回，已完成财务压力测
试。
二、请公司全面梳理与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资金
和业务往来，核实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债务风险及资产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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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项，充分评估可能对公司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向市场
充分揭示风险。
回复：经核查，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除前述与财务公司金融
服务业务外，存在少量其他关联交易、资金和业务往来。现梳理近三年
情况如下：
（一）2020 年度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数据，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 2020
年关联交易、资金和业务往来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度，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
额 1,81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额的 0.43%。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发生额

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瓦斯气

7,418,530.15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中梁山配售电分公司

代缴电费

1,085,337.22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服务

3,973,152.25

重庆九锅箐农林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会务费

460,918.0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空调末端维护费/供热供冷及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车位租金

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用气销售

2020 年度发生额
3,449,960.64
1,785,641.84
18,173,540.10

总计

公司现有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中梁山渝能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向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采购瓦斯气事项，截至 2020 年
10 月末，辖区内瓦斯气已全部置换为天然气，该项关联交易已消除。

2.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
2020 年末，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除财务公司存贷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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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的资金往来余额为公司应收重庆能投下属企业经营性往来款 76.90
万元。
（二）2019 年度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数据，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 2019
年关联交易、资金和业务往来如下：
1.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度，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
额 2,972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额的 0.76%。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发生额
17,984,267.59

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瓦斯气

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代缴电费

2,501,707.29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中梁山配售电分公司

代缴电费

311,749.64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20,000.00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服务

重庆九锅箐农林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会务费

3,799,851.16
351,551.0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发生额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空调末端维护费/供热供冷

2,900,183.82

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用气销售

1,749,730.92
29,719,041.42

总计

2.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
2019 年末，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除财务公司存贷款业
务外的资金往来余额为公司应收重庆能投下属企业经营性往来款 34.60
万元。
（三）2018 年度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数据，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 2018
年关联交易、资金和业务往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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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关联交易
2018 年度，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
额 3,934 万元，占公司 2017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额的 1.04%。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发生额
17,498,782.32

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瓦斯气

重庆中梁山煤电气有限公司

代缴电费

2,223,641.94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中梁山配售电分公司

代缴电费

546,109.54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698,113.21

重庆莱特福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莱特酒店分公司

会务费

201,601.96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接受物业管理服务

重庆九锅箐农林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会务费

4,196,059.21
326,274.5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或服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发生额
2,584,032.59

重庆骏马物业管理公司

空调末端维护费/供热供冷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有形资产出租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铁路自备货车

1,165,048.54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用气销售

7,323,132.45

重庆华能石粉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用气销售

2,245,178.88

332,038.84

39,340,014.01

总计

2.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
2018 年末，公司与重庆能投及其下属企业之间除财务公司存贷款业
务外的资金往来余额为公司应收重庆能投下属企业经营性往来款 72.35
万元。
综上，重庆能投及其关联方对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
担保及资产冻结等事项。
三、你公司全体董监高应当从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勤勉尽责，维
护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及控制权稳定性，防范相关方以任何形式侵占上市
公司利益导致风险传导。
回复：公司全体董监高对关注问题高度重视，积极履职、勤勉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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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高度关注公司存款资金安全，督促控股股东化
解风险，维护公司日常经营及控制权稳定，防范风险传导，确保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
公司指定披露网站和媒体为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证券日报》，公司
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或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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