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山煤电 股票代码 0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支亚毅 王晶莹

电话 0351-6137052 0351-6217295

传真 0351-6127434 0351-6127434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年 201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年

营业收入（元） 31,228,777,275.21 30,372,415,725.93 2.82% 16,942,353,23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10,320,822.70 2,815,416,395.88 -35.7% 2,644,370,13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94,043,818.70 2,821,251,858.71 -36.44% 2,641,683,82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719,166,077.49 3,881,935,382.36 -29.95% 3,363,059,50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45 0.8934 -35.7% 0.83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45 0.8934 -35.7% 0.83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21.18% -8.68% 23.27%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年末

总资产（元） 45,125,862,519.64 38,643,119,347.25 16.78% 28,952,753,12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027,134,078.21 13,945,216,506.52 7.76% 12,644,480,846.15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269,6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276,13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4%

1,714,215,

108

0

上海宝钢国际

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658,306 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29% 40,705,300 0

生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H

其他 0.98% 30,809,353 0

中国工商银

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27,499,579 0

中国银行－易

方达深证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9% 24,749,766 0

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54% 17,000,000 0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4% 16,970,026 0

中国民生银

行－银华深证

1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16,234,824 0

太原市杰森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15,355,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同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是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

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是“十二五” 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公司建设发展的关键之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充分行使股东大会赋予的职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和煤炭行业量价齐跌的局面，锐意进取、科学实干，牢牢把握“安全和发展”两大主题，围绕“安全生产、应对危机、转

型跨越、文明创建”四件大事，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强化经营管控为手段，着力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保证了

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和项目建设的有序进行，实现了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12.29亿元，同比增加2.82%；实现利润总额28.09亿元，同比减少32.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8.10亿元，同比减少35.71%。每股收益0.5745元。

1、报告期公司产、销情况表：

项 目 2012年产量 2011年产量 同比增长率%

原煤（万吨） 2793.93 2943.43 -5.08%

洗精煤（万吨） 1341.64 1400.59 -4.21%

电力（亿度） 124.03 95.42 29.98%

焦炭（万吨） 417.41 437.90 -4.68%

焦油（万吨） 12.36 12.65 -2.29%

煤气（万立方米） 140734.73 143667.62 -2.04%

项 目 2012年销量 2011年销量 同比增长率%

商品煤销量（万吨） 2543.74 2132.11 19.31%

其中：焦精煤 208.11 207.76 0.17%

肥精煤 351.10 341.02 2.96%

瘦精煤 254.55 247.78 2.73%

电精煤 142.95 163.14 -12.38%

气精煤 318.87 238.33 33.79%

原 煤 51.65 211.07 -75.53%

洗混煤 1143.27 660.99 72.96%

煤 泥 73.24 62.02 18.09%

电力（亿度） 110.63 82.31 34.41%

供热（万GJ） 226.60 223.13 1.56%

焦炭（万吨） 417.91 437.47 -4.47%

焦油（万吨） 11.99 13.12 -8.61%

煤气（万立方米） 140726.23 143667.62 -2.05%

2、报告期公司分煤种价格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项 目 2012年平均售价 2011年平均售价 同比增长率%

焦精煤 1150.43 1265.57 -9.10%

肥精煤 1206.08 1384.16 -12.87%

瘦精煤 850.52 993.34 -14.38%

电精煤 613.10 639.36 -4.11%

气精煤 809.25 910.65 -11.13%

原 煤 231.51 332.25 -30.32%

洗混煤 475.97 520.72 -8.59%

煤 泥 176.07 138.58 27.05%

商品煤综合售价 705.29 809.22 -12.84%

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 业 30,662,978,983.46 22,045,877,438.98 28.1% 2.73% 5.87% -2.13%

分产品

煤炭 17,940,677,875.64 9,868,022,503.59 45% 3.98% 16.65% -5.97%

电力热力 3,774,100,640.84 3,421,364,017.53 9.35% 48.56% 38.85% 6.34%

煤气 8,572,672.09 10,160,555.71 -18.52% 18.33% -2.45% 25.25%

焦炭 7,634,326,390.00 7,559,983,821.63 0.97% -12.08% -11.47% -0.68%

焦油 263,376,863.59 248,642,772.79 5.59% -19.58% -30.11% 14.22%

硫胺 43,070,977.68 42,851,202.82 0.51% -1.43% 18.3% -16.59%

轻苯 230,824,272.70 197,265,018.35 14.54% 31.91% 21.03% 7.68%

焦炉煤气 557,647,271.72 505,928,490.26 9.27% -2.21% -9.04% 6.81%

干熄焦蒸汽 47,755,380.00 43,774,496.89 8.34% 8.09% 1.56% 5.89%

干熄焦发电 162,623,874.00 147,881,876.07 9.07% -2.88% -9.37% 6.51%

其他 2,765.20 2,683.34 2.96% -99.99% -99.99% -7.4%

分地区

东北地区 1,330,657,350.42 1,071,338,818.30 19.49% 4.41% 20.09% -10.51%

南方地区 2,282,135,267.58 1,837,392,699.19 19.49% -6.25% 7.83% -10.51%

华北地区 27,038,544,246.65 19,127,772,619.04 29.26% 3.83% 5.34% -1.01%

出口地区 11,642,118.81 9,373,302.45 19.49% -88.17% -86.39% -10.51%

三、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2年末 2011年末

比重增减

（%）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货币资金 5,068,085,886.90 11.23% 6,712,554,265.24 17.37% -6.14%

应收账款 2,919,207,021.85 6.47% 963,330,205.81 2.49% 3.98%

存货 2,009,539,079.98 4.45% 2,602,271,444.23 6.73% -2.28%

投资性房地产 43,339,321.44 0.1% 45,077,912.88 0.12% -0.02%

长期股权投资 1,114,399,304.80 2.47% 698,134,592.92 1.81% 0.66%

固定资产 20,982,679,857.68 46.5% 17,431,671,795.11 45.11% 1.39%

在建工程 2,632,330,360.54 5.83% 1,716,741,113.62 4.44% 1.39%

2、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2年 2011年

比重增减

（%）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

短期借款 2,146,200,000.00 4.76% 774,700,000.00 2% 2.76%

长期借款 7,985,390,000.00 17.7% 4,902,240,000.00 12.69% 5.01%

四、公司产业发展情况

公司坚持以煤炭生产为主，“煤—电—材、煤—焦—化” 产业链合理延伸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向，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煤、

电、焦、化、材协调发展，煤基产业链规模日趋壮大，结构趋于合理，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力和抗市场风险能

力，企业转型发展跃上新台阶。

煤炭产业方面：面对国内煤炭市场需求下降、煤价下跌的形势，公司沉着应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减少原煤销

量，加大原煤入洗量，加强选煤厂的技术改造，着重提高精煤产量和质量，实现效益最大化。在稳定现有产能的基础上，大力提

高重点工程产能扩张的建设进度。晋兴公司斜沟矿选煤厂二期已投入运营，整合矿井的建设改造和相关证照的办理工作进展

顺利。

开展科技攻关，解决安全生产领域的重大技术难题。“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年产千万吨级矿井大采高综采成套装

备及关键技术”通过国家验收，“煤矿通风瓦斯超限预控与监管技术及系统”荣获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

电力产业方面：响应国家鼓励煤电一体化产业发展的要求，利用当前电力行业整体低迷的时机，公司成功收购华电集团

武乡发电公司100%的股权，迅速扩大了公司电力产业规模，实现低成本扩张战略。同时，为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公司受让兴

能发电公司21.853%的股权。通过一系列收购，公司电力权益装机容量有较大提升。

报告期内古交电厂一期2×30万千瓦机组、二期2×60万千瓦机组，武乡发电公司2×60万千瓦机组及西山热电3×5万千瓦

机组运行稳定。武乡发电公司收购后实现盈利。

焦化产业方面：报告期内京唐公司一期420万吨焦化项目运营平稳，实现营业收入83.19亿元，完成利润总额5063.1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25.18万元。

西山煤气化下属焦化一厂60万吨城市气源项目化产系统主体工程完工，铁路专用线基本建成，发电系统土建主体工程完

工，预计2013年三季度项目可全部建成投入运行；下属焦化二厂60万吨清洁型热回收焦炉项目，新焦炉系统运行安全，配套建

设的2×15MW发电机组已建成，待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即可实现上网发电，预计2013年上半年投入运行。

建材方面：配套西山热电粉煤灰利用的华通建材项目及配套古交电厂粉煤灰利用的华通水泥项目是公司煤-电-材循环

经济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期末，华通建材30万立方米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竣工投产；华通水泥360亩建设用地已

得到山西省国土厅批复，矿山资源开采许可证的相关材料已上报太原市国土局。

五、公司2013年经营计划

2013年公司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牢牢把握安全、发展、民生三大主题，围绕安全生产、

应对危机、转型跨越、文明创建四件大事，坚持主业增量增收、经营提质提效、产业扩张加速来实现公司的转型跨越，“煤—

电—材、煤—焦—化”循环经济绿色发展，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努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013年生产经营计划指标是：原煤产量2780万吨，洗精煤产量1366万吨，年发电量156.35亿度，焦炭415万吨。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原因为：本期公司出资1,500.00万元竞买武乡西山发电公司(以下称:“武乡发电” )

100%的股权；本期公司与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水泥” ），分别占

该公司出资的97%和3%。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所属企业7家，子公司晋兴能源投资设立晋兴中通，收购武乡发电股权所属子公

司和祥电力和和源污水，子公司临汾公司投资设立4家子公司：生辉煤业、鸿兴煤业、圪堆煤业、登福康煤业。

2、本期减少合并单位:无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道成

2013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2013—001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3年3月15日上午9：00在太原市西矿街

318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已于2013年3月4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会议由董事长薛道成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详见公告2013-003）

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母公司期末留存可供分配的利润6,354,474,907.78元。

本次董事会拟以2012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3151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0.36元（含税），共计

113,443,200.00�元，剩余6,241,031,707.78元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本报告期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预案需经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听取。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将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

八、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3年度<综合服

务协议>的议案》。

九、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十、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焦煤集团财务公司之间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上述第七项至第十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7名关联董事薛道成、温百根、

王玉宝、刘志安、栗兴仁、郭福忠、支亚毅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4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第七至九项议案详见公告2013—004� )@� � � �以上

第七、八、九项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修订稿）》。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管理办法》。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五、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六、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七、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为保持公司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根据本公司情况，经测算2013年度拟支付审计费用406万元（包括本公司和除武乡电

厂外控股子公司）。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公司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根据本公司情况，经测算2013年度预计支付审计费用40万元。

公司4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原独立董事单卫红女士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提出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公司已增选张宏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鉴于上述变动，原独立董事单卫红女士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务将由新任独立董事张宏久先生接替。

调整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

非独立董事委员:薛道成、温百根、王玉宝

独立董事委员：张继武、容和平

召集人：薛道成

2、审计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李端生、张继武、张宏久

非独立董事委员:�栗兴仁、支亚毅

召集人：李端生

3、提名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张继武、容和平、张宏久

非独立董事委员:�薛道成、温百根

召集人：张继武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独立董事委员：容和平、李端生、张宏久

非独立董事委员:刘志安、郭福忠

召集人：容和平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十、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公告2013—

005)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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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3年3月15日上午11：00时在太原市西矿街318号西山大厦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3月4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永信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规定；

2、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2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2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将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

五、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3年度<综合服

务协议>的议案》。

六、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七、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内控自评报告审核后，认为：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的有关要求，确立内部控制的目标，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

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障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设置科学，其内部稽核、内控体系完备有效，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

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监事会认为，2012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八、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九、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十、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公司经营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2年度，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

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等进行了监督，对公司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能够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进

行规范运作，严格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和授权，决策程序科学、合法。公司董事和经理成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情况。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关联交易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在遵守了“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

偿”等一般市场原则基础上，协商一致所达成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决策的过程中，履行

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行为。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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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3年公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1,008,780万元，其中：关联采购602,794万元；关联销售405,986万元。（所涉及增值税应

税项目均为含税价）

2012年公司实际关联交易总额为1,427,541万元，比预算961,243万元增加466,298万元，增幅48.51%，其中：关联采购879,097

万元，比预算700,973万元增加178,124万元；关联销售548,443万元，比预算260,270万元增加288,173万元。

2、2013年3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将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及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2013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7名关联董事薛道成、温百根、王玉宝、刘志安、栗兴仁、郭福忠、支亚毅

先生回避表决，4名独立董事张继武、李端生、容和平、张宏久以4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发

表独立意见，同意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将在2012年度股东大会上就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2013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2013年公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1,008,780万元，其中：关联采购602,794万元；关联销售405,986万元。主要交易情况如下：

1、2013年预计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去年的总金额 增幅（%）

母公司关联采购

入洗原料煤、港口配煤

西山煤电（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58,024 143,121 10.41%

铁路专用线服务 5,149 4,250 21.15%

马兰矿取送车服务 1,061 1,108 -4.24%

办公楼及仓库租赁 726 726 0.00%

设备租赁 8,000 6,814 17.41%

修理 30,000 35,481 -15.45%

设备采购 120,000 120,715 -0.59%

工程款 70,000 186,927 -62.55%

采购材料 80,000

131,882 -24.17%

采购配件 20,000

土地租赁费 4,571 1,458 213.51%

福利费 11,000 10,815 1.71%

小计 508,531 643,297 -20.95%

西山热电关联采购 采购燃料煤 15,770 16,739 -5.79%

西山煤气化关联采购 精煤 37,560 51,864 -27.58%

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燃料煤 40,220 -100.00%

租赁配煤厂资产 3,783 2,018 87.46%

铁路运费过轨费 3200 10,329 -69.02%

武乡西山发电公司 采购燃料煤 33,950 13,021 160.73%

关联采购小计 602,794 777,488 -22.47%

注：

西山热电、武乡西山发电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燃料煤采购正在谈判中，预计金额分别为为15,770万元、

33,950万元。

2、2013年预计关联销售

单位：万元（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去年的总金额 增幅（%）

母公司关联销售

固定资产出租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741 12,094 -52.53%

原煤、混煤及副产品 71,984 51,489 39.80%

精煤 32,225 34,372 -6.25%

电力 5,031 8,971 -43.92%

精煤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

司

49,250 108,150 -54.46%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

易公司

90,965 237,598 -61.71%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

展公司

46,280 13,350 246.67%

精煤 山西焦煤日照公司 24,210 34,899 -30.63%

精煤

山西焦煤中原物贸公

司

68,550 33,549 104.33%

小计 394,236 534,472 -26.24%

西山热电关联销售 供用热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1,750 11,329 3.72%

关联销售小计 405,986 545,801 -25.62%

（三）关于公司就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年初预算部分的说明

2012年公司实际关联交易总额为1,427,541万元，比预算961,243万元增加466,298万元，增幅48.51%，其中：关联采购879,097

万元，比预算700,973万元增加178,124万元；关联销售548,443万元，比预算260,270万元增加288,173万元。

主要交易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2012年度关联采购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划分 2012年预计 2012年实际 增减率（%） 原因

母公司关联采购

入洗原料煤、港口配煤 207,050 143,121 -30.88%

太选入洗原料煤量比

预算减少88万吨

铁路专用线服务 4,962 4,250 -14.35%

铁路运量比预算减

少

马兰矿取送车服务 1,022 1,108 8.41% 基本持平

办公楼及仓库租赁 726 726 0.00% 持平

设备租赁 8,000 6,814 -14.83% 设备租赁业务减少

修理 25,000 35,481 41.92%

综采综掘等大型设备

修理费增加

设备采购 150,000 120,715 -19.52% 采购设备减少

工程款 60,000 186,927 211.55% 子公司新增工程

采购材料 100,000

131,882 -0.09% 基本持平

采购配件 32,000

土地租赁费 1,458 1,458 0.00%

福利费 9,000 10,815 20.17% 职工福利支出增长

小计 599,218 643,297 7.36%

西山热电关联采

购

采购燃料煤 33,000 16,739 -49.28%

采购量减少，单价降

低。

西山煤气化关联

采购

精煤 52,635 51,864 -1.46% 基本持平

山西兴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燃料煤 40,220 - 后补预算

租赁配煤厂资产 3,000 2,018 -32.73% 按月结算

铁路运费过轨费 13,120 10,329 -21.27% 采购煤总量减少

山西西山晋兴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29,918 -

通过焦煤国际发展新

增设备

武乡西山发电采

购

采购燃料煤 13,021 - 向西山集团采购

采购燃料煤 21,916 - 向焦煤集团采购

关联采购小计 700,973 829,322 18.31%

2、公司2012年度关联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划

分

关联人 2012年预计 2012年实际 增减率（%） 原因

母公司关

联销售

固定资产出租

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6,000 12,094 101.57% 集团租赁设备增加

原煤、混煤 49,410 51,489 4.21% 基本持平

精煤 15,560 34,372 120.90% 销量增加，单价上升

电力 4,415 8,971 103.19%

矸石电厂发电量增

长，转供电收入增加

精煤

山西焦化集团有

限公司

71,835 108,150 50.55% 主要为销售量增加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国

际贸易公司

66,300 237,598 258.37% 主要为销售量增加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国

际发展公司

36,750 13,350 -63.67% 销售量减少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日

照有限责任公司

34,899 - 新增

精煤

山西焦煤集团中

源物贸有限责任

公司

33,549 - 新增

小计 250,270 534,472 86.21%

西山热电

关联销售

供用热

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11,329 13.29% 热力销售增加

关联销售

小计

260,270 545,801 109.71%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1号

法定代表人：任福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397172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1400001009506

主营业务包括：煤炭开采、加工、销售；机械修造等。

公司成立于2001年10月12日。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15226454.58万元，净资产4656538.26万元，营业收入12538412.60万

元，利润总额474577.22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其它关联方基本情况

1、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薛道成

注册资本：人民币208643万元整

公司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35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140000110108610

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经营范围：煤炭及新能源开发、投资与利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 2009年末

恢复成立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山西焦煤集团所持本公司股权划转至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手续尚未完成，控股股东还未发生变化。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万元，其中：关联采购602,794万元，关联销售126,731� 万

元。

4）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6161457.79万元，净资产2211963.96万元，营业收入4261934.09万元，利润总额261429.82万元。

2、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太原市高新区长治路260号502室

法定代表人：白原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40191105002621

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22日，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277323.51万元，净资产52410.27万元，营业收入2025712.39万元，利

润总额10004.07万元。

主营业务包括：进出口贸易，煤炭，煤制品、钢材、金属材料、铁矿石、危险化学品等。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90,965万元。

3、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朱成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3-24层

主营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甲苯、焦煤、笨、粗笨、煤焦沥青、甲醇、乙醇溶液、氢氧酸酐等化工产品 ，不包括储存、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等特殊商品

除外等。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46,280万元。

4）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319588.05万元，净资产19303.45万元，营业收入803584.74万元，利润总额-4756.67万元。

4、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文仓

注册资本：19765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镇

主营业务包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技术进口及自产产品和技术出口，焦炭、合成氨、尿素生产等。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与本公司同

属一个实际控制人。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49,250万元。

4）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913931.95万元，净资产148585.48万元，营业收入1021120.51万元，利润总额1458.74万元。

5、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世忠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日照经济开发区科技楼一层106房

主营业务包括：批发零售：焦炭及制品、钢材、建材、化工产品、矿产品、初级农产品、汽车、五金、工程机械等。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24,210万元。

4）公司于2012年成立，目前审计未完成。

6、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廖拴柱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

主营业务包括：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的批发；焦炭、煤制品、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建筑材料、日用品的销售等。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2013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68,550万元。

4）截至2011年，公司资产总额11875.37万元，净资产1940.44万元，营业收入115921.73万元，利润总额919.4万元。

（三）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规划的全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的骨干企业之一， 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优质炼焦煤

生产企业和炼焦煤市场主供应商。作为山西省最大的煤炭生产企业，以煤炭、电力、焦化、物流贸易为主业，兼营建筑建材、机

电修造等产业，是主业突出、综合发展的多元化大型企业。

本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控制。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关联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 定价原则及依据

1 入洗原料煤和港口配煤

甲方向乙方提供乙方所属洗煤厂的入洗原煤需求超出乙

方所属原煤供应能力（包括质量要求和数量要求，并在此

基础上以质论价）的部分及乙方下水煤为达到用户要求

而进行的配煤。

原煤、港口配煤以甲方对

外销售合同价结算价格为

依据。

2 铁路专用线服务

1、关于专用车运输服务：甲方按乙方年度矿区铁路内运

计划，提供专用车运输服务，并保证配送及时均衡，完成

计划。

定价：4.45元/吨

2、关于铁路外运服务： 甲方按乙方煤炭订货计划，铁路

运输批准计划，保证来多少车，运多少车，并根据其需要，

均衡配送，安全正点。

3 马兰矿取送车服务

甲方下属古交铁路运营公司负责马兰矿（厂）装车站内

铁路调车作业及马兰站至古交站间的空重车取送业务，

确保煤炭铁路运输正常进行。

市场定价：4.80元/吨。

4 办公楼及仓库租赁

公司租用煤矿公司西山大厦办公楼2455平方米，仓库

116862平方米，租赁费用支付方式为年末一次性支付。

协议定价：办公楼3.8元/平

方米/日；仓库：30元/年/平

方米

5 修理

甲方向乙方提供煤矿设备的修理服务。支付方式：按合同

规定付款。

协议价

6 固定资产租赁

甲方向乙方提供厂房等租赁服务。支付方式：按合同规定

付款。

协议价

7 设备采购

甲方贸易公司和机电厂向乙方提供设备。支付方式：按合

同规定付款。

市场价（通过招投标确定）

8 工程款

甲方向乙方提供建筑安装服务。支付方式：按合同规定付

款。

市场价（通过招投标确定）

9 采购材料

甲方贸易公司和多经局向乙方提供材料。支付方式：按合

同规定付款。

市场价（通过招投标确定）

10 采购配件

甲方贸易公司和多经局向乙方提供配件。支付方式：按合

同规定付款。

市场价（通过招投标确定）

11 土地租赁费

甲方向乙方提供土地租赁服务。支付方式：按合同规定付

款。

土地面积为913.786平方米

12 福利费 甲方向乙方职工提供福利服务 市场价

10、 固定资产出租

乙方向甲方提供煤矿设备租赁的服务。支付方式：按合同

规定付款。

协议价

11、 销售原煤和混煤

乙方向甲方所属子公司销售。支付方式：按合同规定付

款。

市场价

12、 销售精煤

乙方向甲方所属水泥厂公司销售精煤、焦化厂销售肥精

煤。支付方式 ：按合同规定付款。

市场价

13、 矸石电力销售电力 乙方自备电厂向甲方提供电力。

单价：0.6492元/度（政府定

价含税）

2、与其它关联方

本公司与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日

照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执行市场价格。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料煤关联交易执行协议价。

四、关联交易标的及协议的基本情况

1、《综合服务协议》是西山煤电正常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铁路专用线服务、办公楼及仓库租赁、煤矿设备的修理与制造、

入洗原料煤及港口销售配煤等内容。

除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要求采用政府定价外，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各项服务费用标准依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或协议

价予以确定，由双方在每一会计年度的前三个月重新协商核定当年的收费价格标准；遇有政府定价调整时，可不受年度调整

的限制。

支付方式：服务费用除办公楼及仓库租金年末支付外，其余均按月支付。协议有效期为一年。协议期满后，双方仍需提供

服务时，双方可依本协议的原则和条件续订协议。

协议总额为623,512万元，其中：关联采购金额508,531万元，关联销售金额为114,981万元。详见《综合服务协议》

2、兴能发电公司关联采购

（1）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租赁西山煤电集团多经局配煤厂资产，全年租赁费3783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西山煤电集团铁路工程公司支付铁路运费19元/吨、国铁过轨费13元/

吨，全年预计100万吨，关联交易金额 3200万元（含税）。

3、西山热电公司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项目：15770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料煤采购合同正在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谈判中，预计2013年

向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白家庄矿业采购原料煤38万吨，单价415元/吨（含税），金额为15770万元。

（2）关联销售项目：11750万元

西山热电公司供用热力合同：西山热电公司向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热力 235� 万 GJ，单价 50� 元/GJ（含

税），金额11750万元。

4、西山煤气化公司关联采购

2013年西山煤气化公司原料煤采购合同：山西西山煤气化有限责任公司向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精煤33万

吨，金额37560万元（含税）。其中：屯兰矿精煤20万吨，单价1280元/吨（含税），金额25600万元；东曲矿精煤13万吨，单价 920

元/吨（含税），金额11960万元。

5、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采购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乡电厂燃料煤采购合同正在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谈判中，预计2013年向西山煤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原料煤70万吨，金额为33950万元（含税）。其中：杜儿坪原煤25万吨，单价515元/吨（含税），金额为

12875万元；官地原煤25万吨，单价515元/吨（含税），金额为12875万元；白家庄原煤20万吨，单价410元/吨（含税），金额为8200

万元。

6、向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关联销售

公司2013年度向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销售煤炭合同：预计向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销售 54万吨精煤，金额49250万元

（含税）。其中：20�万吨瘦精煤，单价890�元/吨（含税）；6万吨焦精煤，单价1195�元/吨（含税）；4万吨肥精煤，单价为1210� 元

/吨（含税）；24万吨气精煤，单价810元/吨（含税）。

7、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公司关联销售

公司2013年度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煤炭合同：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煤炭118万吨，金额90965

万元（含税）。其中：16万吨瘦精煤，单价930�元/吨（含税）；1万吨焦精煤，单价1235�元/吨（含税）；2万吨肥精煤，单价为1250�

元/吨（含税）；59万吨气精煤，单价850元/吨（含税）；40万吨混煤，单价555元/吨（含税）。

8、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销售

公司2013年度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煤炭合同： 向山西焦煤集团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煤炭

64万吨，金额46280万元。其中：6万吨瘦精煤，单价940�元/吨（含税）；4万吨焦精煤，单价1235� 元/吨（含税）；4万吨肥精煤，单

价为1250�元/吨（含税）；10万吨气精煤，单价850元/吨（含税）；40万吨混煤，单价555元/吨（含税）。

9、向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公司关联销售

公司2013年度向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公司销售煤炭合同：向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公司销售精煤55万吨，金

额68550万元。其中：5万吨焦精煤，单价1210�元/吨（含税）；50万吨肥精煤，单价为1250�元/吨（含税）。

10、向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销售

公司2013年度向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合同：向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43万吨，金

额24210万元。其中：3万吨电精煤，单价670�元/吨（含税）；40万吨混煤，单价为555�元/吨（含税）。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西山煤电太原选煤厂入洗煤的正常供应、港口煤的配售、子公司电厂燃料煤供应、

铁路运输正常运行、煤矿设备正常的修理和制造、日常办公和材料物资的储备等。

公司通过这些日常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的正常进行，以上交易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

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年1-2月，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采购12371.88万元，关联销售214621.13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我们通过对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关联公司调查了解， 并查阅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认

为：

1、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焦煤集团

国际发展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日照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中源物贸有限责任公司同属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

制；

2、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关联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3、关联方交易遵循平等自愿，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通过关联交易，公司取得了稳定的入洗原料煤供应及实现了不同质量产品的合理配销，扩大市场占有率，子公司燃料

煤供应有了保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对

该议案的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2、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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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4月23日（星期二）

2、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318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5、出席会议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4月16日。截止2013年4月16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听取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公司将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8、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3年度《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9、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上述第七至第九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11、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有关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三、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股东帐户卡、法人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凭

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2、会议登记时间：2013年4月19日 9:00—17:00

3、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西矿街318号8309室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支亚毅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电话：0351—6217296� � � �传真：0351—6127434

2、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15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审议议题

表决意见

（同意√、反对×、弃权○、回避-）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7、公司将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预算部分重新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

8、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2013年度《综

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9、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情况的议案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11、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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