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18-007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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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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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与该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贾化斌先生、卢浩先生、纪伟毅先生、霍志昌先生、肖
厚全先生、姚礼进先生、沈春水先生共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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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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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关联方各自的资源、产品和成本优势，保证
了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所有交易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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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 2017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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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赞成。
3.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安徽省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中华煤气（安徽）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将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预计
金额

2017 年实际金
额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43,500.00

35,386.22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1,650.00

16,389.70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8,866.00

6,577.64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832.00

1,381.45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650.00

-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01.00

54.95

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21.00

33.15

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

10.15

东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00

-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天然气

0.80

0.70

77,025.80

59,833.96

小计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建筑
安装劳务

80.00

110.44

向关联方
出租房屋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租赁

200.00

45.05

租赁关联
方房屋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房屋租赁

350.00

278.60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采购天然气

-

0.46

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

9.11

-

9.57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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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关联
方劳务

安徽金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44.00

41.80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服务

180.00

127.64

224.00

169.44

77,879.80

60,447.06

小计
合计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上述与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交易 10.15
万元，与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交易0.46万元，与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交易9.11万
元，以及与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实际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部分30.44万元，均不需
要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2. 其他关联交易
（1）2017 年偿还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超短期融资券 10,000 万元（4
月 23 日到期），预计支付超短融资金使用费 170 万元。2017 年度实际发生资金使用费
85.92 万元。
（2）预计公司 2017 年度存放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取得利息收
入 50 万元。2017 年度实际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5.20 万元。
（3）预计公司 2017 年度通过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 20,070
万元，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2017 年度实际办理委托贷款
10,272 万元。
（4）预计 2017 年度通过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办理贷款 500 万元。2017 年度实际未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办理贷款。
（二）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1.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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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42,500.00
19,200.00
7,500.00
3,800.00
3,100.00
100.00

15.13
6.83
2.67
1.35
1.10
0.04

小计

76,200.00

27.12

向关联方出
租房屋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租赁

150.00

94.94

租赁关联方
房屋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房屋租赁

500.00

79.74

安徽金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85.00

34.69

劳务

200.00

30.70

物业服务

160.00

65.31

接受关联方
劳务

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小计

445.00

77,295.00

合计

2. 其他关联交易
（1）预计公司 2018 年度通过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不超过
20,000 万元。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存放在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不超
过 10 亿元；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公司为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发放的日贷款余额
(包括应计利息及票据业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预计 2018 年度交易金额为 5
亿元。
（3）预计 2018 年度通过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办理贷款 5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联关系
1. 公司名称：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许志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铜陵市燃气总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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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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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淮河大道中段 1211 号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2.公司名称：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何族兴
注册资本：7,3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安庆）有限公司、安庆市煤气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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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人民路 294 号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3.公司名称：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圣勇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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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池州市贵池工业园区清溪大道 228 号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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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名称：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陈圣勇
注册资本：5,28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邹梅、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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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繁阳镇安定东路 107 号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5.公司名称：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严斌
注册资本：1,3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香港中华煤气（马鞍山）有限公司、马鞍山市燃气总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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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红旗南路 127 号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6.公司名称：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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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永锋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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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东河园双溪路
关联关系：股东的关联企业
7.公司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飞飞
注册资本：437,5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运营，项目投资及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交流、服务，商务信息、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建设项目投资条件评审。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8.公司名称：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华
注册资本：8,589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环保发电项目投资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固体废物（不含危险废
物）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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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宿固路与南大外环交口东南侧 200 米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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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司名称：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华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住宿、餐饮服务；美容美发；预包装食品销售；卷烟
零售；一般经营项目：酒店用品加工、销售；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工艺美术品、
珠宝玉器销售。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99 号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0.公司名称：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晓明
注册资本：23,521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新能源开发利用；环保业务开发、投资咨询服务、高新技术产品开发
利用；机电设备销售、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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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 9 号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1.公司名称：安徽金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段太祥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皖能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餐饮服务；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水电设备安装及维修；花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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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租赁服务；保洁、干洗服务；会议、礼仪接待服务；国内劳务派遣及家政服务；汽
车美容、维修、租赁；道路保洁；日用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
（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8 号贵都花园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2. 公司名称：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德慧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
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
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 号能源大厦 7 层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3. 公司名称：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菁
注册资本：131,658.55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电力、供热生产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相关产业的开发和经营，
机械加工，电力、机电、控制设备检修、安装、维护运行和调试及技术、劳务、后勤
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维修维护。
（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行政许可制度的凭许
可证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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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砀山路 19 号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14.公司名称：东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方永干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在东至县行政区域内的天然气管网及相关设施建设、经营、维护；天
然气设施和设备的设计、建设、经营、维护；燃气器具及配件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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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东至县尧渡镇田园新村 E8 号门面房 10-13 号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因业务需要发生的天然气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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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租赁、出租行为，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3.公司因经营需要实际使用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超短期融资
券，执行的利率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一致，价格公
允。
4.公司因业务需要存放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利率按照存放于银
行的利率执行；公司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贷款利率按照国内主要商业
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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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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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政府《关于同意组建皖天然气的批复》（皖政秘[2002]141 号），公司为西
气东输省内的总买卖方，负责与上、下游天然气公司的衔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商
品交易、劳务提供具有必然性。
2.关联方劳务服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于节约成本和便于管理的原则，公司委托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劳务服务费价
格参考市场价格取费。
3.关联方租赁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租用关联方房屋作为办公地点，有利于公司日常工作的开展，提高办公效率，
降低交通费用开支。
4.关联方向公司提供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项目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同时银行项目借款审批时限较长，手续繁琐，为不
影响工程建设进度，公司实际使用 1 亿元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超
短期融资券资金，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27 日起至 2017 年 4 月 23 日止，利率为 2.80%。
利率低于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此举拓宽了公司融资渠道，降低了公司财务负担，
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5.通过关联方办理委贷、存款及贷款业务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存贷款利率等于或优于商业银行提供的存
贷款利率；提供的各项结算服务收费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该
项交易有利于公司开拓融资渠道，增加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且交易遵循平等自
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公司与各关联方预计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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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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