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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装备

制造

集团

山西晋煤集团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技术 服务 186.79 1,961.00 0.13% -90.47%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 服务 - 2,873.30 - -

公告编号

2020-058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矿 技术 服务 - 40.00 - -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寺河煤矿

煤层气 井施

工

472.94 2,332.10 0.32% -79.72%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矿

煤层气 井施

工

1,119.21 1,351.00 0.76% -17.16%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晋煤集团沁秀煤业有限公司

煤层气 井施

工

60.45 246.00 0.04% -75.43%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煤层气 运输 16.14 27.00 0.01% -40.22%

公告编号

2020-058

河南晋煤天庆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煤层气 运输 0.10 3.00 0.01% -96.67%

公告编号

2020-020

易安蓝焰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工程 施工 59.18 60.00 0.04% -1.37%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 服务 14.15 15.00 0.01% -5.67%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煤层气 运输 2,087.46 2,090.00 1.42% -0.12%

公告编号

2021-006

小计 4,016.42 10,998.40 -63.48% -

控股

煤业

集团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煤层气 井施

工

- 1,000.00 - -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煤业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煤层气 井施

工

392.00 2,000.00 0.27% -80.40%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

公司

煤层气 井施

工

1,196.33 3,000.00 0.81% -60.12%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台矿

煤层气 井施

工

333.00 1,000.00 0.23% -66.70%

公告编号

2020-020

小计 1,921.33 7,000.00 - -72.55% -

焦煤

集团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屯兰煤矿

煤层气 井施

工

- 587.23 - -

公告编号

2020-020

小计 - 587.23 - - -

华阳

新材

料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 服务 28.30 30.00 0.02% -5.67%

公告编号

2021-006

小计 28.30 30.00 - -5.67%

华新

燃气

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

公司

煤层气运输 1.38 1.50 0.01% -8.00%

公告编号

2021-006

小计 1.38 1.50 - -8.00% -

西山

煤电

（集

团）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钻探

分公司

运行 维护 16.76 30.00 0.01% -44.13%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西山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运行 维护 17.17 25.00 0.01% -31.32%

公告编号

2020-020

小计 33.93 55.00 - -38.31% -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小计 6,001.36 18,672.13 - -67.86%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装备

制造

集团

晋城铭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压缩 服务 396.92 650.00 0.11% -38.94%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通信分公司

通讯 服务 61.41 78.40 0.02% -21.67%

公告编号

2020-020

易安蓝焰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技术 服务 58.95 142.11 0.02% -58.52%

公告编号

2020-020

易安蓝焰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晋煤易安检测分公司

检测 服务 25.59 26.00 0.01% -1.58%

公告编号

2021-006

晋城乾泰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计量设备检

测

24.62 30.00 0.01% -17.93%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 维修费 236.04 238.00 0.06% -0.82%

公告编号

2020-058

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 施工 1,109.78 2,249.60 0.30% -50.67%

公告编号

2020-044

山西铭汇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管道 通球 - 280.00 - -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管道 检测 65.27 66.00 0.02% -1.11%

公告编号

2020-058

晋城宏圣润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绿化 养护 19.47 66.69 0.01% -70.81%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城市得一工贸有限公司 住宿 服务 11.60 12.00 0.01% -3.33%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晋煤集团白马绿苑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

住宿 服务 0.36 0.50 0.01% -28.00%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管输 服务 0.77 150.00 0.01% -99.49%

公告编号

2020-058

晋城奥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维保费 5.50 6.24 0.01% -11.86%

公告编号

2021-006

左权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管道 服务 306.78 350.00 0.08% -12.35%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 服务 37.09 63.00 0.01% -41.13%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培训 服务 2.78 3.00 0.01% -7.33%

公告编号

2020-058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物业分

物业 服务 0.40 0.46 0.01% -13.04%

公告编号

2020-058

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 委托 加工 1,869.96 1,875.00 0.51% -0.27%

公告编号

2021-006

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 保险 81.39 85.00 0.02% -4.25%

公告编号

2021-006

小计 4,314.68 6,372.00 - -32.29% -

华远

国际

晋城汇盛物流有限公司

运输

服务

55.86 60.00 0.02% -6.90%

公告编号

2020-058

小计 55.86 60.00 - -6.90% -

焦煤

集团

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工程

施工

- 140.00 - -

公告编号

2020-020

小计 - 140.00 - - -

华新

燃气

山西国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

服务

0.16 0.16 0.01% 0%

公告编号

2020-058

小计 0.16 0.16 - 0% -

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公路

收费

39.70 40.00 0.01% -0.75%

公告编号

2021-006

小计 39.70 40.00 - -0.75% -

山投

集团

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

废油

处置

- 13.00 - -

公告编号

2020-058

小计 - 13.00 - -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小计 4,410.40 6,625.16 - -33.43% -

关联

租赁

装备

制造

集团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寺河矿

煤层气 井租

赁

4,210.00 4,210.00 - 0%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矿

煤层气 井租

赁

1,997.00 1,997.00 - 0%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城市银焰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备

租赁

- 9.00 - -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

租赁

168.65 170.88 6.27% -1.31%

公告编号

2021-006

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沁水分公司

房屋

租赁

188.57 189.22 7.01% -0.34%

公告编号

2021-006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庄矿 土地 使用 11.66 11.83 0.43% -1.44%

公告编号

2021-006

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车辆

租赁

21.24 21.62 0.79% -1.76%

公告编号

2021-006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晋中燃气有限

公司

车辆

租赁

- 22.50 - -

公告编号

2020-020

关联租赁小计 6597.12 6,632.05 - -0.53% -

关联

出租

装备

制造

集团

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房屋

转租

7.86 7.86 7.47% 0%

公告编号

2020-020

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

出租

- 136.92 - -

公告编号

2020-020

晋城市银焰新能源有限公司 设备 出租 4.42 10.00 4.20% -55.80%

公告编号

2020-058

关联出租小计 12.28 154.78 -92.07% -

合计 99,111.80 139,825.61 - -29.12%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本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是未经审计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向

关联人采购项目是按照合同中标价预计，按供货验收量结算；向关联人销售煤层气项目主要

是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用气需求量有所减少，部分业务取消，煤层气综合售价下调，与部分

关联方合作方式转变；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及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项目主要是由于技术服务业

务和煤层气井施工业务是按照业务进度进行确认，暂未达到结算条件，且部分交易业务取消。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定价公允公平，

且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注：上表中，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数据均为不含税价格。公告编号2020-020是指公司于2020年

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是指公司

于2020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是指公司于2020年1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6是指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补充确认2020年度部分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李鸿双，注册资本390,519.56万元，曾用名山西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主营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等。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

资产3,137.07亿元，净资产769.45亿元，营业收入1,288.60亿元，净利润7.59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持有本公司40.05%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2021年，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蓝焰煤层气” ）与该关

联方及以下所属分公司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人具体情况如下：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寺河煤矿，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丰镇，主营烟煤等；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

公司行政事务运营分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主营物资采购等；山西晋城无烟煤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溪煤制油分公司，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金村村，主营甲醇

销售等；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信分公司，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城区北石店，主

营固话宽带等业务；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林业分公司，注册地山西省晋城城区北石

店乡临泽村，主营林木种植等业务；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分公司，注册地址山

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北石店村，主营水、电、暖等后勤服务。

（二）晋城金鼎煤层气排采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永宾，注册资本6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开发区金鼎路金匠工业

园区，主营矿山机械设备、煤层气排采设备制造及维修等。 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500.09万元，

净资产140.0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408.55万元，净利润7.26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装备制造集团” ）

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采购设备。 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山西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星，注册资本144,294.92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开发区兰花路

1199号，主营机械制造与安装等。 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712,424.22万元，净资产205,350.15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1,528.6万元，净利润-834.54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采购设备及电力，接受其提供的员工培训服务。 该关联

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晋城凤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万海鑫，注册资本1,620.983万元,注册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凤凰山

矿），主营矿山机电设备加工、安装等。 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28,958.43万元，净资产15,427.5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7,089.29万元，净利润319.69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于山西晋煤集团沁秀煤业有限公司子公司，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购置石油套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

能力。

(五)�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李海成，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村镇，主

营道路货物运输等。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36,320.39万元，净资产-26,444.30万元，营业收入25,

520万元，净利润-3,709.91.42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

团” ）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与该关联方及以下子分公司发生采购材料、印刷、销售煤层气、煤层

气运输、抽油机维修、房屋租赁业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具体如下：

（1）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商贸分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泽州县南村镇，主营天然气批发等。

（2）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沁水分公司，注册地址为晋城沁水县胡底乡中李庄村，主营危险货物

运输等。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4,637.50万元，净资产-1,177.0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09.20万元，

净利润228.69万元。

（3）晋中晨光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军，注册资本308.13万元，注册地址晋中市榆次区王杜

村，主营道路货物运输，燃气经营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325,473.37万元，净资产-1,623.1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1,564.21万元，净利润-1,478.06万元。

（4）山西晨光物流有限公司印业分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主营出版物、其他

印刷品印刷等。

（六）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

1、基本情况：负责人艾保云，注册地址晋城沁水县端氏镇东山村，主营煤层气技术开发等，截至

2020年11月底，总资产40,215.51万元，净资产7,541.29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8,456.27万元，净利润792.01万

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公司向该关联方采购液化煤层气、销售煤层气、提供煤层气运输服务。 该公

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七）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建文，注册资本11,370.46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王台，主营

药品生产、批发、零售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68,649.44万元，净资产24,797.0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59,994.04万元，净利润1,993.2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方采购用品。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八）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基本情况：负责人梅玮，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长治路345号国新能源东楼11层 ，

主营天然气技术研究及咨询服务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5,478.25万元，净资产4,571.02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742.34万元，净利润614.17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燃气” ，曾用名山西省

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华新燃气与装备制造集团同

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与该关联方发生采购LNG煤层气、销售煤层气、LNG煤层气运输

业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九）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李学慧，注册资本74,585.37万元，注册地址为晋城市城区北石店，主营煤

炭生产加工，综合利用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1,454,962.78万元，净资产832,567.90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415,516.04万元，净利润89,286.4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与该关联方分公司发生购买电力、煤层气井施工、煤层气井与场

地租赁业务。 其中，分公司成庄矿，主营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等。 古书院矿，主营煤炭综合利用及加

工等。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十）山西晋煤集团赵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赵晨光，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慈林镇，

主营矿产资源开采。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943,516.31万元，净资产62,349.23万元，营业收入

651,489.67万元，净利润141,654.73万元。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购买电力、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

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十一）山西长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冯建文，注册资本57,200万元，注册地址为高平市寺庄镇掘山村，主营矿

产资源开采、建筑施工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723,918.71万元，净资产277,058.95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231,276.17万元，净利润-1,612.09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购买电力。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十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赵建泽，注册资本106.23亿元，注册地址为太原市新晋祠路一段1号，主营

矿产资源开采。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456.06亿元，净资产899.39亿元，营业收入1,320.88亿元，

净利润8.07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以下子分公司购买电力。 各企业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 具体如下：

（1）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沙曲一号煤矿，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穆村镇沙曲村，主营

矿产资源开采等。

（2）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用电分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北村东(汾

局变电站)� ，主营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维修等。

（3）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文仓，注册资本92.50亿元，注册地太原市万柏

林区西矿街335号，主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

（十三）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公司法人聂银杉，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科技创新

城化章北街山西格盟中美清洁能源研发中心有限公司4楼632室， 主营天然气管道建设与输送等业务。

截至2019年底，公司总资产344,917.78�万元，净资产92,420.0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86,997.45万元，净利

润8,794.78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与装备

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购买电力和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

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十四）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史忠强，注册资本35,237.96万元，注册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农机

管理站，主营燃气经营、城镇管道燃气供应、管道输送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174,325.31万

元，净资产72,433.6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72,860.77万元，净利润6,519.7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与关联方及以下子分公司发生煤层气销售、房屋出租业务、接受其

管线清障、煤层气压缩、煤层气运输服务业务。 该关联方及子分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有履约和

支付能力。 具体如下：

（1）晋城铭安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法人马军亮，注册资本4,500万元，注册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苗匠村西侧，主营燃气经营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4,741.69万元，净资产4,649.96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555.47万元，净利润-125.69万元。

（2）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法人王元清，注册注册资本24,000万元，注册地长治县苏店镇

苏店村东，主营天然气（煤层气）管道建设、运营和加气站项目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9,

232.37万元，净资产11,228.8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5,097.99万元，净利润-737.68万元。

（3）晋城市银焰新能源有限公司，法人马军亮，注册资本1,8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

区古矿绿苑小区28号楼4楼，主营燃气经销、燃气经营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3,563.1万元，

净资产2,248.3万元，营业收入2,546.3万元，净利润-45.21万元。

（4）山西铭汇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法人和林波，注册资本4,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

区北石店生态园区东侧，主营燃气管道安装及维修、燃气管材及设备销售等。 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

总资14,364.58万元，净资产6,961.3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472.11万元，净利润1,028.38万元。

（5）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燃气利用分公司，负责人王庆林，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

市城区北石店镇农机管理站，主营燃气经营、管道安装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173,238.21万

元，净资产68,651.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83,692.42万元，净利润2,698.15万元。

（6）高平市长焰煤层气利用有限公司，法人逯小雷，注册资本1,2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

高平市米山工业园，主营管道燃气供应及销售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1,579.35万元，净资产

1,365.1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12.34万元，净利润365.09万元。

（十五）山西宇光电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常小健，注册资本10,1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司

徒村，主营电线及电缆生产、销售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316,253.62万元，净资产-1,624.0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256.36万元，净利润-1,623.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晋城宇光实业有限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

支付能力。

（十六）沁水县鑫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张建斌，曾用名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庄矿井项目筹建处，注册

资本2,602.2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村镇半峪村，主营矿产资源开采等。截至2020年11

月底，公司总资产325,647.36万元，净资产-1,523.2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3,654.28万元，净利润-1,423.65

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

和支付能力。

（十七）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牛红卫，注册资本2,300万元，注册地址为武乡县南沁路富庄桥头，主营燃

气经营、燃气器具经营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2,851.43万元，净资产2,521.4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951.73万元，净利润421.07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

付能力。

（十八）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宇红，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王

台铺村，主营液化煤层气生产储配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3,907.20万元，净资产-15,010.81

万元，主营业业收入6,902.19万元，净利润-3,372.80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购销煤层气，拟发生委托加工业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

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十九）晋城市得一工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翟剑锋，注册资本1,059万元，注册地址为晋城沁水县嘉峰镇殷庄村（寺河

矿区），主营矿山机电产品经销及维修等。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30,695.3万元，净资产4,238.82

万元，营务收入12,687.21万元，净利润806.3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金驹实业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与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及接受其提供商务服务业务。 该关联方

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二十）山西晋城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史忠强，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古矿绿苑小区28

号楼3楼，主营煤层气、天然气输送管网及设施的规划、设计、安装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8,

479.82万元，净资产12,552.52万元，主营业务收入6,539.19万元，净利润56.70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

支付能力。

（二十一）山西沁东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占雄，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东

大村，主营能源项目建设、工矿物资、机电设备采购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138,448.97万元，

净资产30,077.38万元，净利润-19.07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

支付能力。

（二十二）山西菲利普斯煤矿机械修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袁向东，注册资本2,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峰，主营煤矿

机械的配件及设备制造、设备修理服务等。 截至2020年9月底，总资产13,121.32万元，净资产5,054.92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4,483.41万元，净利润402.57万元。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

和支付能力。

（二十三）山西能源煤层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史忠强，注册资本11,928万元，注册地址沁水县端氏镇高庄村，主营煤层

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5,931.43万元，净资产10,592.28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8,596.80万元，净利润1,814.82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

和支付能力。

（二十四）山西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负责人翟慧兵，注册资本806,403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晋阳

街东沺三巷3号，主营煤层气、页岩气集输技术开发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30.76亿元，净资

产104.6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88.06亿元，净利润3.61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并接受其提供的车辆保险业务。 该关联方依

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二十五）左权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负责人刘宝荣，注册资本4,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辽阳镇鱼跃口村

，主营燃气输配、销售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5,233.23万元，净资产1,922.71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2,751.57万元，净利润359.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接受其提供的煤层气运输服务。 该关联

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二十六）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朱喜成，注册资本149,199.05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

区晋阳街东沺三巷三号七层至十三层，主营燃气经营、天然气储运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

46.16亿元，净资产15.17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4.31亿元，净利润0.76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

支付能力。

（二十七）山西晋煤集团晋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李小喜，注册资本27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

事处坡底村，主营对外投资、煤炭、矿用材料、建筑材料销售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169.13亿

元，净资产13.44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3.78亿元，净利润-1.88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其提供电力。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有履约和支付能力。

（二十八）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军，注册资本108,466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中心街6号，主营天然

气销售、管道输送等。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70.7亿元，净资产34.54亿元，营业收入62.4亿元，净

利润-5.83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华新燃气子公司，华新燃气与装备制造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

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与该关联方所属以下子分公司发生销售煤层气业务。 各关联公司依

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具体如下：

（1）山西中液互联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杰，注册资本4,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

区太原学府园区长治路345号1幢B座14层，主营燃气经营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公司总资产52,478.21

万元，净资产42,654.0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25.36万元，净利润254万元。

（2）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东，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长治路

345号1幢A座10层，主营管道燃气的销售等。

（3）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负责人苗毅，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

园区长治路345号1幢B座23层，主营燃气经营等。

（二十九）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刘军，注册资本800,000万元，曾用名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东街2229号万通商业广场C区六楼，主营天然气、煤层气发开、燃气经

营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497.08亿元，净资产87.15亿元，营业收入98.92亿元，净利润-4.90亿

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所属以下子分公司销售煤层气。各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

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具体如下：

（1）山西燃气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法人王延军，注册资本38,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太原市小店区晋

阳街22号江天国际1-5层3层010，主营煤层气输配系统及管网工程建设等。

（2）山西国兴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法人狄向阳，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太原市小店区

南内环街98-2号财富大厦2001室，主营煤层气（天然气）的管道和相关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燃气经

营等。

（三十）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胡俊平，注册资本3,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西外环路杨家

沟段，主营管道燃气、天然气管道运输服务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589.82亿元，净资产

611.96亿元，营业收入1,213.33亿元，净利润6,229.83亿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华新燃气所属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华新

燃气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装备制造集团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销售煤层气。 关联企业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

支付能力。

（三十一）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任月平，注册资本12,000万元，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科技创新城化

章北街1号格盟中美清洁能源研发中心4号楼6层4605室 ， 主营天然气分支管道及储气设施的规划、建

设、运营和管理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装

备制造集团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所属山西石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层气。 关联企业

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三十二）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翟红，注册资本758,037.23万元，曾用名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地址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主营矿产资源开采、煤层气开发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589.82

亿元，净资产611.96亿元，营业收入1,213.33亿元，净利润6,229.83亿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装

备制造集团为我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所属山西石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层气。 关联企业

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山西石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王志军，注册资本11,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左权县寒王乡石

港村，主营矿产资源开采、煤矿技术管理等。

（三十三）山西晋煤集团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都海龙，注册资本7,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东

上村，主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27,562.06万元，净资产15,374.83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9,348.29万元，净利润913.03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其提供技术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

能力。

（三十四）山西晋煤集团沁秀煤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王春进，注册资本121,195.93万元，注册地址晋城沁水县城滨河北路沁园小

区2号楼一单元201室，主营原煤开采、瓦斯综合利用等，截至2020年9月底，总资产738,498.02万元，净资

产461,185.0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8,040.54万元，净利润25,694.1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控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提供煤层气井施工服务。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

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三十五）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郭金刚，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曾用名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主营矿产资源开采等。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867,83亿

元，净资产893.27亿元，营业收入1,487.75亿元，净利润-3.22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为其所属以下子公司提供煤层气井施工服务。 各关联公司依法存

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和支付能力。

（1）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银林，注册资本207,254万元，注册地址为大同市

南郊区杨家窑村，主营煤炭开采与销售等。

（2）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亚军，注册资本101,850万元，注册

地址为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同煤大厦十三层，主营煤矿开采等。

（3）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台矿（曾用名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台矿），负责人张

琦，注册资本101,850万元，企业地址为大同市矿区四台沟，主营煤矿开采等。

（三十六）易安蓝焰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保玉，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

平阳路124号B192室，主营煤与煤层气共采等。 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司总资产7,438万元，净资产5,206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148万元，净利润为-32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该关联方提供的技术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

（三十七）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邱光林，注册资本65,945.64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

主营煤炭销售、建筑工程等，截至2020年9月底，总资产53.21亿元，净资产14.58亿元，主营业务收入22.01

亿元，净利润0.19亿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接受该关联方提供的工程施工服务业务。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

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十八）山西安信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常小健，注册资本8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北石店，主营货物运

输、建筑工程制品检测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3,555.75万元，净资产1,459.39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1,182.58万元，净利润为419.14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晋城宇光实业有限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接受其提供的管道检测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

履约能力。

（三十九）晋城奥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焦志婷，注册资本8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王台

矿区 ，主营电梯销售、安装、维修等。 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2,202.00万元，净资产1,218.00万

元，营业收入1,547.00万元，净利润为260.00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长平煤业有限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其提供的电梯维保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

（四十）晋城宏圣润晋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牛向阳，注册资本4,955.56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

(晋城宏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基地)� ，主营花卉种植、培育等。截至2020年10月底，公司总资产5,751.79

万元，净资产3,266.14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997.64万元，净利润为39.95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晋城宏圣建筑工程公司子公司，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接受其绿化工程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四十一）山西晋煤集团白马绿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宋娜，注册资本4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书院街古矿内 ，

主营餐饮、酒店管理及咨询服务等。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总资产6,343.78万元，净资产1,919.82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10,120.62万元，净利润为264.6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晋煤集团晟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子公

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其提供的商务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四十二）山西西山金信建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苗培义，注册资本8,100万元，注册地址为古交市金牛街60号 ，主营矿山

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截至2020年12月底，公司总资产232,083万元，净资产16,820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175,200万元，净利润为449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子公司，焦煤集团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其提供的工程施工服务。 该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

（四十三）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晋中燃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刘宝荣，注册资本16,277.73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焦化街54

号 ，主营燃气输配、销售等，截至2020年11月底，总资产15,311.25万元，净资产13,021.26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2,913.74万元，净利润110.3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为装备制造集团所属燃气集团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拟向该关联租赁设备。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四十四）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法人代表张江浩，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示范区武洛街27号，主营承

揽公路通信、监控、收费等。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装备制造集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其提供公路收费服务。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

力。

（四十五）山西省投资集团九洲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刘会刚，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吉县吉昌镇林雨村，主营废矿物

油的收集、贮存、利用等。 截至2020年12月底，总资产26,349.65万元，净资产13,356.00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19,441.72万元，净利润50,106.31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与装备制造集

团同属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管控，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接受其提供的废油桶处置服务。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

约能力。

（四十六）山西晋煤集团顺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吴国富，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为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义兴镇官庄

村西侧，主营农业产业项目开发等。 截至2020年11月底，总资产8,094.23万元，净资产7,938.03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780.59万元，净利润-502.28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关联方是装备制造集团所属山西晋煤集团金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子公

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蓝焰煤层气向该关联方采购用品。 该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关联方采购物资材料、设备、电力及液化煤层气等原材

料，并接受关联方提供技术服务、检测、租赁、煤层气压缩、LNG煤层气运输服务等业务。 本公司及所属

子公司拟向关联方销售煤层气、电力，并向其提供技术服务、煤层气井施工、煤层气运输服务等业务。

定价原则及依据：销售或采购煤层气产品，按照市场定价。 煤层气有关设备、材料采购业务均采用

市场价格，达到招标标准的，以中标价作为采购价格。 电力采购与销售价格按照政府指导价确定。 煤层

气井施工采用工程预算加签证方式确定价格，工程预算按有关定额标准、材料价格和取费标准确定，

工程竣工时，根据签证形成结算价格。 其他业务按市场价格执行。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销售或采购煤层气产品按月结算。 煤层气井施工、设备和材料采购等其他

业务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蓝焰煤层气所属吕梁蓝焰煤层气公司与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供电分公司签订供

用电购买长期协议，吕梁公司预付电费按上年度最大用电量收取。

2、蓝焰煤层气所属山西西山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与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用

电购买长期协议，计价方式为高供高计，电价按山西省电网电价及集团公司核定标准执行。

3、蓝焰煤层气与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

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4、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公司与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燃气利用分公司签订煤层

气（LNG）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煤层气政策、市场波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

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5、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销售分公司（乙方）与山西晋煤集团赵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甲方）

于2020年10月1日签订南苏风井锅炉房2台15T燃气锅炉燃气使用合同，乙方通过LNG和CNG方式向甲

方供应煤层气，供气地点长治市长子县赵庄煤业南苏风井，CNG供应价格和LNG出厂液价按合同约定

执行，按月结算。 合同有效期两年六个月。

6、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公司与晋城市银焰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CNG）销售合同，供

气地点东谢匠加气站，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

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7、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公司与山西宇光电缆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CNG）销售合同，价格按

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

年。

8、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公司与武乡县森众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CNG）销售合同，供气

地点武乡县及周边买方指定卸气点，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

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9、蓝焰煤层气所属诚安物流销售分公司与晋中晨光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CNG）销售合同，

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

效期一年。

10、蓝焰煤层气与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

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月末按实际气量，每月结算一次，合同有效期一年。

11、蓝焰煤层气所属山西西山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三晋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供用

电协议，用电地址郝家庄首站，电能计电采用高供高计，按核定标准执行电价。

12、蓝焰煤层气与晋城天煜新能源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

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每月末按实际气量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3、蓝焰煤层气与山西晋城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

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每月末按实际气量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4、蓝焰煤层气与山西沁东能源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

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5、蓝焰煤层气与山西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沁水分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

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6、蓝焰煤层气所属漾泉蓝焰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与太原天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煤层气（管输）销

售合同，供气地点漾泉蓝焰煤层气公司分输站内供气点，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

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每月末按实际气量结算。

17、蓝焰煤层气与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晋东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

约定执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8、蓝焰煤层气与太原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

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每月末按实际气量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19、蓝焰煤层气与山西国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拟签订煤层气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行，随天

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20、蓝焰煤层气与山西国化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

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每月末按实际气量结算，合同有效期一

年。

21、蓝焰煤层气与山西石港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拟签订煤层气（管输）销售合同，价格按合同约定执

行，随天然气（煤层气）政策及物价部门调整，执行预付款制度，按月结算，合同有效期一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日常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性的业务往来，有利于公司业务发

展,降低经营成本，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具备可持续性特征，公司与各关联方的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上述关联

交易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公司将采取

综合措施，拓展非关联方客户和煤层气销售范围，逐步减少关联交易比重，降低对有关关联方的依赖

程度。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我们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进行审议；

2、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属于日常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性的业

务往来，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降低经营成本，是合理的、必要的。 定价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严格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无不利影响；

3、董事会在表决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提案时，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其审议和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88396� � �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1-011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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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80,085,714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

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战略配售股份。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1月19日出具

的《关于同意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144号），同意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92,994,049股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并于2020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为1,171,976,195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2020年3月27日全额行使，对应新增发行股数

43,949,000股，由此发行总股数扩大至336,943,049股，公司总股本由1,171,976,195股增加

至1,215,925,195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78,788,207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7,136,

988股。

2020年8月27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11,907,847股限售股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该部分

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0,085,71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5864%，具体详见公司

2020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80,085,714股， 现锁定期即将届

满，将于2021年3月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 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

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严

格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

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80,085,714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80,085,714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确

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战略配售股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

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78,125,000 6.4251% 78,125,000 0

2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1,960,714 0.1613% 1,960,714 0

合计 80,085,714 6.5864% 80,085,714 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80,085,714 12

合计 80,085,714 -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223� � �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7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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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通股份” ）

董事长刘振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1,307,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2%，为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前述股份来源于IPO前、集中竞价交易以及公司转增股本；

公司副董事长于江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404,9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52%，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前述股份来源于IPO前以及公司转增股本；

公司副总经理李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79,63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1%，

前述股份来源于IPO前以及公司转增股本。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披露了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监高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长刘振东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

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794,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具体减持

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于江水

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2,794,1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99%，具体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司副总经理李健先

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569,90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20%，具体减持价格根据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长刘振东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数量合计2,793,4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 减持总金额为50,577,

664.52元； 公司副董事长于江水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2,793,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9%，减持总金额为51,605,869.91元；公司副

总经理李健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569,90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20%，减持总金额为10,551,322.50元。 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振东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1,307,014 21.72%

IPO前取得：20,564,32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87,644

股

其他方式取得 ：39,755,049

股

于江水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8,404,990 6.52%

IPO前取得：6,385,405股

其他方式取得 ：12,019,585

股

李健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279,631 0.81%

IPO前取得：790,892股

其他方式取得：1,488,739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指通过股本转增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振东 2,793,400 0.99%

2021/2/5 ～

2021/2/9

集中竞

价交易

18.05 －

18.29

50,577,664.52 已完成 58,513,614 20.73%

于江水 2,793,400 0.99%

2021/2/8 ～

2021/2/9

集中竞

价交易

18.00 －

19.09

51,605,869.91 已完成 15,611,590 5.53%

李健 569,907 0.20%

2021/2/8 ～

2021/2/9

集中竞

价交易

18.50 －

18.82

10,551,322.50 已完成 1,709,724 0.6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刘振东先生及于江水先生本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预期，决定提前终止本次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2/10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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