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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09         证券简称：天富能源       公告编号：2018-临086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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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对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调整是正常生产经营

所必需的，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

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刘伟、程伟东、陈

军民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相关规定。  

 本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2月26日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在关联

交易业务范围不发生较大变动的前提下,对公司2018年累计发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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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了合理预计。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

生、秦江先生、程伟东先生、陈军民先生5人依法回避了此项议案表

决。 

2018 年 3 月 14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市场价格不

发生较大变动以及公司关联交易业务范围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本年度公司预计向关联方采购各种原材料不超过 57,200 万元，向关

联人销售各种产品不超过 3,000 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不超过

129,500 万元，向关联人提供劳务不超过 31,000 万元，日常向关联方

租赁房屋及车辆金额不超过 950 万元，接收关联方保险代收代付业务

金额不超过 950 万元。此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天富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集团”）、石河子市天富智盛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2018年 10 月 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新增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320 万元，将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调整至 224,920 万元。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生、程伟东先

生、陈军民先生 4人依法回避了此项议案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先

全面了解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根据实际经

营情况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

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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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二）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情况 

根据目前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公司新增与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

团全资子公司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下称“泽众水务”）2018年

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2018年度内增加向泽众水务购买商

品的关联交易金额1,200万元，增加向泽众水务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金额1,100万元，增加向泽众水务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20万元，

合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金额2,320万元。因此，公司将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调整至224,920万元，调整后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

原材料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9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 

新疆天富电力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4,600.00 

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 

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16,500.00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玛纳斯县肯斯瓦特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500.00 

新疆天富远大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8,000.00 

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 1,200.00 

小计 49,500.00 

向关联人购买

燃料和动力 

新疆天富南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400.00 

小计 8,900.00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新疆天富南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1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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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石河子市天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10.00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50.00 

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 

新疆天富天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900.00 

新疆天富远大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10.00 

石河子立城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20.00 

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 1,100.00 

小计 4,100.00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8,000.00 

新疆天富南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50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石河子市天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100.00 

新疆天富小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新疆天富远大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2,000.00 

新疆天富电力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1,500.00 

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500.00 

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6,000.00 

小计 31,000.0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关联企业 15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9,800.00 

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6,700.00 

石河子市天富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3,000.00  

新疆天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500.00  

新疆天富电力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4,100.00 

新疆天富天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500.00 

新疆天富消防安保有限公司 1,850.00 

新疆天富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900.00 

石河子泽众水务有限公司 20.00 

小计 129,520.00  

关联租赁 

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0.00 

石河子开发区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0.00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10.00 

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370.00 

小计 950.00 

保险代收代付 
新疆博瑞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950.00 

小计 950.00 

合计  224,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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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 2018-临 019《关

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二、新增关联方介绍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师国资

发【2018】42 号”《关于石河子市国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石河子泽

众水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的批复》，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于

2018 年 9 月取得泽众水务 100%股权并完成工商和产权变更手续。故

自 9 月起，公司认定与泽众水务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泽众水务法定代表人

陈海婴，注册资本 226,526,000.00 元，经营范围为：生活饮用水；

城镇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管道工程施工；管道配件、水表及配件

的销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次向关联人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由于泽众水务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使得泽众

水务成为公司关联方，故公司向泽众水务长期采购的日常电热生产用

水变成关联交易，故此需调整 2018 年度公司预计与泽众水务发生的

采购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本次向关联人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6 

我公司为本地区唯一的电、热产品供应商，泽众水务亦购买我公

司电、热产品。泽众水务目前经营情况稳定，信誉良好，有足够的支

付能力购买上述商品。故此需调整 2018 年度公司预计与泽众水务发

生的销售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3、本次向关联方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我公司向泽众水务采购电热生产用水中所需的相关维修、维护服

务亦构成关联交易，故此需调整 2018年度公司预计与泽众水务发生

的接受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泽众水务发生的关联交易，所签署的关联交易合同，均明

确了关联交易价格，有关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公

正的原则，没有损害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定价原则为：按物价部门定价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的合理预计，满足了公司

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定价结算办法均以政府定价为基础，体现公平

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五、附件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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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

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