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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21-008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与皖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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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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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与该议案

存在关联关系的贾化斌先生、卢浩先生、肖厚全先生、沈春水先生、吕石音女士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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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皖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

及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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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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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要求，没有损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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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皖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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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皖能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2021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总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将在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二）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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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预

计金额 

2020年实

际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50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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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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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7 

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50 -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200 352.21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费 40 21.18 

小计   350 425.26 

合计   900 775.73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规定，上述与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物业

服务关联交易实际金额超过预计金额 152.21万元，不需要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2. 其他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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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计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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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99 万元。 

（2）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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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息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实际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放于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33,741.70 万元,2020

年度取得利息收入 348.11 万元；预计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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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交易金额为 5亿元，支付贷款利息不超过 2,000万元，实际未发生。 

（三）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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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2021年预计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例(%) 内容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天然气 7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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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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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46.27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服务 400 51.41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费 40 6.05 

小计   800 - 

合计   1,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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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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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

不超过 10 亿元，存款利息收入不超过 1，000 万元；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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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交易金额为 5亿元，支付贷款利息不超过 2,00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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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 

1.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7,500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朱宜存 

主要股东：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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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 

1. 宿州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注册资本：10,789 万 

注册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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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李忠玉 

主要股东：安徽皖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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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徽省皖能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000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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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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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珠宝玉器销售。 

3. 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8,761 万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 6718 号 

法定代表人：朱晓明 

主要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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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安徽金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8号贵都花园 

法定代表人：段太祥 

主要股东：安徽皖能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酒店管理，

餐饮服务，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洗烫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汽车租赁，机动车维修和维护，日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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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安徽皖能电力运营检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863.9334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海棠路 150 号创新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宏 

主要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皖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淮北弘润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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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同泽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发电设备安装、运行、维护、检修、调试及技术服务，

电厂技术咨询及监理，电厂管理服务；电力投资；环境保护监测设备的安装、调试、

运行及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设备集成及运维服务，环境监测服务及监理；节能

服务；新能源技术推广，机电产品销售；建筑安装，脚手架搭设，防水防腐及保温工

程施工；核电站常规岛和辅助生产设施整体设备检修工程施工；自营及代理机电设备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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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安徽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 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马鞍山路 76号能源大厦 7层 

法定代表人：盛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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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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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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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仅限

于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各类产品、货币市场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债券、公司

债券，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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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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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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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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服务等行为，均参照市场价格

确定。 

3.公司因业务需要发生的水电费用，均以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执行。 

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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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天然气销售业务为同一区域内上下游客户关系，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上述交易具有市场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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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及贷款业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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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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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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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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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