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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9-1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拓展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与关联方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资集团”）或其子公司等发生股权委托管理，房屋租赁，

购买设备、配件，销售煤炭、粉煤灰、石膏、蒸汽、电力、设备及其他产品，提

供劳务、环保改造服务，接受物业、餐饮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9 年度

交易总额 170,320.00 万元，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91,824.01 万元，本

年预计较上年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为

拓展业务，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豫能热电有限

公司等企业销售煤炭。根据实际需要，目前房屋租赁、物业服务、股权委托管理

等协议已签署，其他协议或合同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关联交易后或相关交易发

生时签署。 

1.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表决，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估的

议案》。 

2. 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赵书盈、余德忠、张勇、梁文回避

了表决。 

3.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刘汴生、王京宝、刘振事前认可，并

出具了独立意见。 

4. 该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

联股东投资集团应回避表决。 

5. 本次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不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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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序号 关联人及交易内容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采购设备、配件等原

材料 

5,330.00  462.14 416.54 

 小计 5,330.00  462.14 416.54 

向关联人

销售产

品、商品 

2.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93,300.00  - 42,361.96 

2.1.1 
公司子公司向濮阳豫能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煤炭 
55,000.00 - 18,482.56 

2.1.2 
公司子公司向郑州豫能热电

有限公司销售煤炭 
27,500.00 - - 

2.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石膏、

蒸汽等商品 

4,960.00 384.72 3,434.89 

2.3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45,000.00 - 38,333.80 

 小计 143,260.00  384.72 84,130.6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3.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检修

维护等服务 

14,500.00 - 4,318.58 

 小计 14,500.00 - 4,318.5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4.1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投

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

饮服务 

160.00  39. 05 138.25 

 小计 160.00  39. 05 138.25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5.1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关联人投

资集团办公楼 
360.00  87.31 357.19 

 小计 360.00  87.31  357.19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管理其

资产 

6.1 
公司接受关联人投资集团委

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2,000.00  - 2,000.00 

 小计 2,000.00 - 2,000.00 

向关联人

购买电量

指标 

7.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

团子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4,710.00 - - 

 小计 4,710.00 - - 

合计 170,320.00 973.22 91,3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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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号 

关联人 

及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1.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采购设备、配件、原

料等 

416.54 375.00  -11.08% 

 小计 416.54 375.00  -11.08%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2.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煤炭 

42,361.96 189,200.00   -77.61% 

2.1.1 

公司子公司向濮阳

豫能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销售煤炭 

18,482.56 84,500.00   -78.13% 

2.1.2 

公司子公司向郑州

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22,936.23 65,000.00   -64.71% 

2.1.3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

集团水泥、造纸板块

企业销售煤炭 

943.17 39,700.00   -97.62% 

2.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粉煤灰、石膏、

蒸汽等商品 

3,434.89 4,158.17   -17.39% 

2.3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电能 

38,333.80 65,492.50   -41.47% 

2.4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销售机械设备 

126.34 449.33   -71.88% 

 小计 84,256.99 259,300.00   -67.5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3.1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提供环保改造服务 

4,303.10 17,002.00   -74.69% 

3.2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人投资集团子公司

提供劳务或服务 

15.48 12.00   29.00% 

 小计 4,318.58 17,014.00   -74.62%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4.1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

关联人投资集团子

公司提供的物业、餐

饮服务 

138.25 150.00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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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子公司接受万

和电力工程提供的

工程建设等劳务 

368.76 320.00   15.24% 

 小计 507.01 470.00   7.87% 

向关联

人租赁

房屋 

5.1 

公司及子公司租赁

关联人投资集团办

公楼 

324.89 350.00   -7.17% 

 小计 324.89 350.00   -7.17% 

接受关

联人委

托代为

管理其

资产 

6.1 

公司接受关联人投

资集团委托代为管

理其资产 

2,000.00 2,000.00 100% - 

 小计 2,000.00 2,000.00 100% - 

合计 91,824.01  279,509.00  - -67.15% 

披露日期 

及索引 

1. 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证券时报 B021 版（2018

年 5 月 21 日）；2. 关于追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证

券时报 B239 版（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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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统计口径的差异。部分交易于 2018 年度发生、2019 年初完成结算，

2018 年度报告中尚未确认收入。 

2. 政策变化。2018 年，受电力市场体制改革政策变化影响，河南地区

市场交易电价下降幅度较大；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2019 年市场正逐

步回归理性。 

3. 环保需要。2018 年，按照省政府的大气污染攻坚战工作安排，电厂

机组部分调停、部分工业生产受限。受此影响，煤炭、粉煤灰、电量

等商品销售量下降。 

4. 技术进步。随着大气超净排放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机组环保改

造成本费用下降。当期发生的环保改造金额较期初预计减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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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受统

计口径差异、政策变化、环保需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交易完全

是市场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建议公司在

以后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提高预估准确率，实时监控交易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699542485 

法定代表人：刘新勇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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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 亿元 

成立日期：1991 年 12 月 18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

设备、投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 738,700,684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4.20%，实际控制人为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580.49 亿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53.05 亿元；2018 年前三季度，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营业

收入 186.40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33 亿元。 

2. 濮阳豫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濮阳豫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900330059101R 

法定代表人：赵书盈  

注册地址： 濮阳市化工一路 

注册资本：人民币 69,05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8 日 

营业范围：承担 2*600MW 级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及建设后的发电生产经营；

发电、售电；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石膏、灰渣综合利用；热力生产和销售；原材

料及燃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新能源开发

和经营；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和试验;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租赁；工业废水、

污水处理。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濮阳豫能合并报

表资产总计 494,384.7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3,007.08 万元；2018

年度，濮阳豫能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87,004.9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364.61 万元。 

3. 郑州豫能热电有限公司（简称“郑州豫能”）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82MA3X87U148 

法定代表人：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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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荥阳市贾峪镇祖始村鲁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03 月 23 日 

营业范围：热电技术研发及发电项目运营。 

现为河南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在建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郑州

豫能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557,821.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8,000.00

万元。  

4.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彩高科”）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1000070678656XY 

法定代表人：郭辉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中州路南段 

注册资本：人民币 86295.5974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9 月 21 日  

经营范围：彩色显像管玻壳、彩色显示器玻壳、节能灯、电子特种玻璃新

产品、新型显示技术、光伏玻璃（太阳能玻璃、精细玻璃、工程玻璃、平板玻璃）

的研发、制造、销售，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的进口业务；

天然气输送管网建设的管理；天然气相关产品开发及综合利用；车用燃气加气站

（凭燃气经营许可证经营，经营项目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以上范围中凡涉

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投资集团是安彩高科的第一大股东，持有安彩高科 407,835,649 股，占安彩

高科总数的 47.26%。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安彩高科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197,305.3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7,320.83 万元；2018 年度，安彩

高科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213,393.1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3,257.60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款的规定，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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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投资集团及其子公司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下

的交易，未出现重大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以下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交易发生时通过市场询价、

比价取得的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或者通过招标方式确定，交易时以现金

或票据结算。 

（一）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设备、配件、原材料等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简称“中益公

司”）、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鹤淇公司”）、南阳鸭河口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鸭河口公司”）、南阳天益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益公司”）

等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河南省立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新源工贸有限公司等

企业采购设备维护所需部分设备、配件或生产原材料等商品。2019 年预计总金

额 5,330.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二）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煤炭储配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向投

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郑州豫能等企业销售煤炭。2019 年预计总金额 93,300.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三）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石膏、蒸汽等商品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鹤淇公司、中益公司及其子公司新乡益

通实业有限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等企业销售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

灰、石膏、蒸汽等商品。2019 年预计总金额 4,960.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

关协议。 

（四）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鹤淇公司、

中益公司等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安彩高科、投资集团下属造纸板块等企业销售电

能。2019 年预计总金额 45,000.00 万元。交易发生时签署相关协议。 

（五）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检修维护等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的原则，公司子公司河南豫能菲达环保有限公司、中益公司

等企业拟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濮阳豫能、郑州豫能、投资集团下属水泥板块等企业

提供环保改造、检修维护等服务。2019 年预计总金额 14,500.00 万元。交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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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签署相关协议。 

（六）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 

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因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拟接受投资集

团子公司河南天地酒店有限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餐饮服务。2019 年预计总金

额 160.00 万元。相关协议已签署。 

（七）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为了满足办公需要，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本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大厦

8-13 层作为办公场所，该交易从 2009 年起，合同每年签订一次，2019 年预计金

额 360.00 万元。相关协议已签署。 

（八）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2010 年 8 月 10 日，投资集团与公司签订了三年期《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投资集团将其拥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

豫能控股管理。协议到期后，根据投资集团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发出的《关于避

免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声明与承诺函》，经协商一致，2013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2013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批准，投资集团与公司

继续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新协议约定：投资集团继续将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委托豫能控股管理，由豫能控股行使除收

益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力，投资集团按固定 2,000.00 万元/年向公司支

付托管费用。委托期间为 2013 年 8 月 10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委托管理期满

后，双方对约定内容无异议协议自动续签，续签期限为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续签

不受次数限制。根据《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2019 年度，公司继续受托

管理投资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除本公司之外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 

（九）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文件精神，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简称“郑州新力”）3

号、5 号机组将获得 13.9 亿千瓦时的关停补偿电量。为了增加公司子公司发电收

入，提高机组负荷率，提升机组运行经济性，公司子公司中益公司、鹤淇公司、

天益公司拟按市场化的原则购买上述补偿电量指标，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4,710.00 万元，交易数量最终以河南省电力公司结算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采购配件等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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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集团子公司统一为公司子公司采购、储备一定规格、数量的配件，成

本较低。公司子公司可实现零库存，约定产品到货验收合格后付款，有利于成本

控制。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投资集团子公司

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二）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煤炭 

各发电集团已陆续推行煤炭的集中采购、统一管理，从管理效果和发展趋势

来看，集中采购是电力行业燃料成本控制、安全保供的有效手段。公司子公司利

用其集中议价、集中采购的优势，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原煤，有利于公司子公

司拓展业务，提高市场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原煤具有活跃的销售市场，对投资集团子公司不会形成依赖，

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三）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粉煤灰、石膏等商品 

公司子公司将发电过程产生的粉煤灰、石膏、蒸汽等材料予以销售，有利于

企业节能、利废、环保，提高效益。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之处。电力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石膏等废料作为建材原料，具有一定

的销售市场，不会形成依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四）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销售电能 

在基础电量计划缩减、发电小时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子公司与投资集

团子公司开展大用户直供电交易符合河南省电力直接交易相关政策，有利于弥补

企业计划电量不足，最大限度发挥设备生产能力，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交易定价

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检修维护等服务 

公司子公司向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环保改造、检修维护等服务，有利于公司

子公司拓展业务，可有效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不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六）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 

本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子公司提供的物业、餐饮服务，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的经

营需要。 

（七）公司及子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 

本公司租赁投资集团办公楼，可以满足公司日常的经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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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接受投资集团委托代为管理其资产 

按照投资集团在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做出的承诺，本公司受托管理投资

集团的全部发电企业股权，可尽量避免或减少双方之间的同业竞争。该交易每年

为本公司带来 2,000 万元托管收入，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其他影响。不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九）公司子公司向关联人投资集团子公司购买补偿电量指标 

公司子公司购买关停机组补偿电量指标，可提高子公司的负荷率和发电业务

收入，机组运行经济性相应得到提升，将对本公司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无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之处。对投资集团子公司不会形成依

赖，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河南豫能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示

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系因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而发生，或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拓展

业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业务收入，或可有效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原则，根据同类交易的一般市场价格确定，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议案所涉及 2019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2018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受统计口径差异、政

策变化、环保需要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交易完全是市场行为，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行为。建议公司在以后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提高预估

准确率，实时监控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 

独立意见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0 条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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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关联交易等事项的

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