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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19-003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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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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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圣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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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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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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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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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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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8年预

计金额 

2018年实际

金额 

向关联方销售 

商品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42,500.00     35,751.53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9,200.00     18,612.26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500.00      6,499.43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800.00      1,281.87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3,100.00   -    

黄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         20.89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00.00        163.68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天然气  -  0.76  

小计   76,200.00    62,3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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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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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94  

租赁关联方 

设备 
樟树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设备租赁 -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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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         41.49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160.00        192.84  

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 劳务     200.00   -  

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  -         47.00  

小计      445.00        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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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安徽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费  -         1.12  

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材料  -         6.32  

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采购天然气  -         2.64  

安徽省江北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购买自来水 - 0.44 

小计    -        10.52  

合计   77,295.00     63,0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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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9

万元，与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天然气业务交易0.76万元，与樟树港华燃

气有限公司交易7.20万元，与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交易47.00万元，与安徽

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水电费业务交易1.12万元，与湖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交易

6.32万元，与宜兴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交易2.64万元，与安徽省江北华衍水务有限公司

交易0.4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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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8

万元，与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物业服务业务实际交易金额超出预计部分32.84

万元，均不需要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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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通过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 3,575 万元。 

（2）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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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放于安徽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20,492.97 万元；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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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发放贷款 1,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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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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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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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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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9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 

铜陵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47,100.00         13.49  

安庆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5,200.00          7.22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13,500.00         3.87  

芜湖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500.00          0.72  

青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100.00         0.60  

马鞍山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300.00          1.52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200.00 0.06 

小计    95,900.00        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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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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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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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23.08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200.00       76.92  

小计     260.00   

合计      96,810.00    

2. 其他关联交易 

（1）预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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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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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收入不超过 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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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交易金额为 5亿元，支付贷款利息不超过 2,1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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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联关系 

公司名称 企业性质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要股东 主要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 

铜陵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

合资) 

许志 10,000 
铜陵市燃气总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安庆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何族兴 7,300 

安庆市煤气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安庆）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池州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法人独

资) 

陈圣勇 2,000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芜湖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

合资) 

陈圣勇 5,280 
邹梅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马鞍山港华燃气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严斌 1,3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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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青阳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

法人独资) 

陈永峰 1,000 池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主要股东的关联企业 

黄山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外国法人独

资) 

陈圣勇 4,000 港华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宜兴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朱健颖 12,400 

江苏万烽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宜兴）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6b96385-639d-4a80-a684-09d63f489488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ab0cf46-be08-11e6-b0ed-00163e014a2c
https://www.qixin.com/company/46127614-0ee7-45eb-9c5a-f26d8f7c180b
https://www.qixin.com/search/?key=%E9%A6%99%E6%B8%AF%E4%B8%AD%E5%8D%8E%E7%85%A4%E6%B0%94%EF%BC%88%E5%AE%89%E5%BA%86%EF%BC%8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cope=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1c7a8b8-7b92-48d3-ab44-25c4cd30c43c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0b5f04fa2a562d398942012801477ab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1c7a8b8-7b92-48d3-ab44-25c4cd30c43c
https://www.qixin.com/search/?key=%E9%A6%99%E6%B8%AF%E4%B8%AD%E5%8D%8E%E7%85%A4%E6%B0%94%28%E9%A9%AC%E9%9E%8D%E5%B1%B1%2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cope=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7be09a2-d38f-4386-a55c-170c27fd475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7be09a2-d38f-4386-a55c-170c27fd475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a35ebe4-cb4e-4534-a806-7b3c3b0cebf5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1c7a8b8-7b92-48d3-ab44-25c4cd30c43c
https://www.qixin.com/company/6cef2fe8-8c59-49ff-ac6a-84768e2b19b4
https://www.qixin.com/search/?key=%E9%A6%99%E6%B8%AF%E4%B8%AD%E5%8D%8E%E7%85%A4%E6%B0%94%EF%BC%88%E5%AE%9C%E5%85%B4%EF%BC%8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co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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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中外合资) 
褚国良 1,050 万美元 

浙江湖州环太湖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华煤气（湖州）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主要股东的关联企业 

樟树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法人独

资) 

张忆军 501 万美元 香港中华煤气（樟树）有限公司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安徽江北华衍水

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台港澳法人独

资) 

徐建明 37,444.684 华衍水务（安徽江北）有限公司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 

安徽省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张飞飞 437,500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商务服务业 控股股东 

安徽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邵德慧 50,0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金融服务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安徽省皖能大厦

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戴华 7,0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住宿和餐饮业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安徽省新能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朱晓明 29,332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资本市场服务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宿州皖能环保电

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黄华 8,589 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 

和供应业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安徽金鼎物业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段太祥 200 
安徽皖能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房地产业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皖能合肥发电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控股) 
周菁 131,658.5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https://www.qixin.com/name-detail/8541736f96f64f4049186b948945525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deaedd0e-033f-4739-af50-de5dfaddfd41
https://www.qixin.com/search/?key=%E9%A6%99%E6%B8%AF%E4%B8%AD%E5%8D%8E%E7%85%A4%E6%B0%94%EF%BC%88%E6%B9%96%E5%B7%9E%EF%BC%89%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cope=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f6a12356-be7e-11e6-af70-00163f00240b
https://www.qixin.com/company/4e64299c-bec2-11e6-ac45-00163e014a2c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82749ce-0b1e-48ea-80c3-1cdd4056bac9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82749ce-0b1e-48ea-80c3-1cdd4056bac9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7788866-8d6e-41b2-b7c7-b6239a15406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9cea59d6-1b37-4b8e-a033-0919c2241a3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7788866-8d6e-41b2-b7c7-b6239a15406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9cea59d6-1b37-4b8e-a033-0919c2241a3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7788866-8d6e-41b2-b7c7-b6239a154062
https://www.qixin.com/company/0e5648b6-8178-4153-b965-7be006bf3caa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42c0ee1-b997-4ded-97c8-5803720fe387
https://www.qixin.com/company/a42c0ee1-b997-4ded-97c8-5803720fe387
https://www.qixin.com/company/9cea59d6-1b37-4b8e-a033-0919c2241a3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9cea59d6-1b37-4b8e-a033-0919c2241a30
https://www.qixin.com/company/9cea59d6-1b37-4b8e-a033-0919c2241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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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应业 

安徽皖能电力运

营检修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钱大奎 5000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专业技术服务业 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https://www.qixin.com/company/27788866-8d6e-41b2-b7c7-b6239a15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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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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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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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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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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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