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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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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公司总部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6,645,0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25,277,6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61,367,4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94613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460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5.5001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李伟先生主持；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李希勇先生、贾绍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4人，监事顾士胜先生、周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靳庆彬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刘健先生、贺敬先生、赵洪刚先生及总工程师王富奇

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24,460,222 99.968862 817,465 0.031138 0 0.000000

H股 288,650,199 37.912077 472,717,210 62.087923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913,110,421 86.017588 473,534,675 13.982412 0 0.0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关于选举蔡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

案

3,386,598,497 99.998624 是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第2项为普通决议案。

有关上述各议案的详情请见公司日期为2017年11月17日的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该等公告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于本次股东大会上，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须放弃表决权、须放弃赞成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均为

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杰、高照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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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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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采购材料物资、产品及服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 以及本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大宗商品购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并确定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2018-2020年每年的上限交易金额。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每年的年度上限交易金额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

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保障

正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现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州煤业” 、“本公司” 、“公司” ，包括其附属公司）的现行日常

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集团” 、“控股股东” ，包括其附属公司及其联

系人，但不包括兖州煤业及其附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日常性材料物资、产品和服务等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现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包括《材料物资供

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电力

及热能供应协议》和《煤炭火车押运服务合同》、《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原日常关联交易

协议” ）。 经公司2016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的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之间《金融服务

协议》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将在有效期内继续执行。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批

准，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控股子公司兖矿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技术

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将在有效期内继续执行。

公司原日常关联交易执行依据及2015至2017年每年交易金额上限及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协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交易金额

上限

实际执行

金额

交易金额

上限

实际执行

金额

交易金额

上限

前三季度实

际执行金额

一 《材料物资供应协议》 138,700 15,720 154,400 69,907 171,900 49,767

二

《劳务及服务互供

协议》

接受控股股东

劳务及服务

249,660 155,261 264,190 114,454 277,720 104,441

向控股股东提

供专业化服务

31,164 1,341 41,470 1,183 60,434 270

三 《保险金管理协议》 150,183 111,928 157,691 88,872 165,578 51,892

四

《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

协议》

582,715 150,329 656,070 161,014 733,425 101,218

五 《电力及热能供应协议》 14,260 11,849 14,370 9,894 14,480 6,203

六 《煤炭火车押运服务合同》 3,600 2,437 3,000 2,667 3,100 1,295

七 《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 - 550 - 550 -

2015-2016年上半年，国内煤炭市场持续低迷；以煤炭和煤基产业链为主业的兖矿集团业务发展低

于预期，同时，公司收购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100%股权后，减少了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机电设备产品

和维修服务关联交易，因此2015-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中兖矿集团向兖州煤业购买物资材料、产品和服

务的实际执行金额小于年度上限金额。

二、2018-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2018-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将由两部

分组成：一是公司与兖矿集团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二是公司与重要子公司层面关联人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统称“新日常关联交易” ）。

（一）新日常关联交易的分类

2018-2020年兖州煤业日常关联交易项目共分为7类，并须签订以下7项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1.《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兖矿集团向兖州煤业供应材料物资。

2.《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兖矿集团和兖州煤业互相提供劳务及服务。

3.《保险金管理协议》，兖矿集团向兖州煤业免费提供保险金管理及转缴服务。

4.《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兖州煤业向兖矿集团提供煤炭、甲醇、电力、热能和材料物

资销售，并提供设备租赁。

5.《大宗商品购销协议》，兖矿集团和兖州煤业互相采购和销售大宗商品。

6.《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兖矿集团向兖州煤业提供化工项目管理和代理销售服务。

7.因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公司（“世纪瑞丰” ）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中垠瑞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中垠瑞丰” ）49%股权，是公司重要子公司股东，为境内外上市规则下公司重要附属公司层面的

关联人，公司与世纪瑞丰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此，新增公司与世纪瑞丰签署的《大宗商品互供协

议》。

以上七项协议统称“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二）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变化

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交易项目与原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原《煤炭火车押运服务合同》整合至《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并根据双方实际情况调整《劳务及

服务互供协议》中相互提供劳务及服务项目。

2.�原《电力及热能供应协议》整合至《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

3.�新增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间的《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4.�新增兖州煤业与世纪瑞丰间的《大宗商品互供协议》。

除以上披露外，其他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交易项目与原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相比，无重大变化。

（三）日常关联交易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之间的《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

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六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及兖州煤业与世纪瑞丰之间的 《大宗商品互供协

议》，以及各项协议在2018-2020年各年度的交易上限金额，协议期限三年。 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由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四）新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金额预测

兖州煤业2018-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每年的交易上限金额预测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执行依据

2018年 预计

限额

2019年 预计

限额

2020年 预计

限额

从兖矿集团采购材料物资和

设备

材料物资供应协议 30,000 30,000 30,000

接受兖矿集团劳务及服务

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290,700 283,070 276,827

向兖矿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 17,710 17,910 17,910

兖矿集团就本集团职工的保

险金免费提供管理及转缴服

务

保险金管理协议 137,940 151,734 166,908

向兖矿集团销售产品、材料物

资及设备租赁

产品、 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

赁协议

383,730 449,580 487,670

从兖矿集团采购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450,000 470,000 514,000

向兖矿集团销售大宗商品 364,100 384,100 428,100

接受兖矿集团化工项目委托

管理和代理销售

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2,000 2,500 4,000

向世纪瑞丰采购物资

大宗商品互供协议

131,500 110,000 90,000

向世纪瑞丰销售物资 173,300 219,500 311,900

上述新日常关联交易2018-2020年预计上限金额中，《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项下兖矿集团向公司

提供劳务及服务2018年度上限金额，以及《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项下2018年度上限金

额，与2017年度预计执行金额的差异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的0.5%。主要原因是：（1）《劳务

及服务互供协议》项下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劳务及服务中，因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人员工资上涨，导

致离退人员费用预计增加2.17亿元；新增兖矿集团为公司提供担保费用预计增加3.25亿元。 （2）《产品、

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项下，公司向兖矿集团销售煤炭预计增加7.8亿元；因兖矿集团煤制油项

目二期工程建设，对材料物资需求量预计增加4.09亿元。

兖州煤业2018-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金额及主要预测依据如下：

1.《材料物资供应协议》下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上限金额为30,000万元。 上述交易上

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主要为：

随着公司清洁能源项目以及鄂尔多斯能化新建矿井项目相继完工，同时公司采取材料物资市场直购

模式、修旧利废等管理措施，对材料和设备的集中采购数量有所减少。

2.《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下的公司接受兖矿集团劳务及服务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上

限金额分别为290,700万元、283,070万元、276,827万元。 上述交易上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主要为：

(1)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供气供暖服务：考虑新增煤泥干燥项目蒸汽用量的增加，预计2018-2020年

蒸汽用量分别增加17万蒸吨、21万蒸吨、28万蒸吨，每年预测上限金额分别为8,500万元、9,500万元、11,

000万元。

(2)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房产管理服务：由于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无重大变化，预计2018-2020年房

产管理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4,000万元。 与原《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约定上限金额无变化。

(3)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离退休人员福利：考虑到未来公司离退休人员数量增加，离退工资的上涨。预

计2018-2020年离退休人员福利分别为88,700万元、97,570万元、107,327万元。

(4) � 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员工个人福利： 考虑健康查体项目的扩大、 疗养费用的增加， 预计

2018-2020年员工个人福利分别为4,000万元、4,500万元、5,000万元。

(5)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信息化及通讯服务：考虑服务项目的增加、服务范围的扩大、服务价格的上涨

等因素,预计2018-2020年的信息化及通讯服务费将分别为9,000万元、10,000万元、11,000万元。

(6) 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维修服务： 考虑矿井设备房屋老化， 修理费用逐年增加的因素， 预计

2018-2020年建筑物及设备等维修服务费分别为12,000万元、13,000万元、14,000万元。

(7)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工程施工和管理：考虑到榆林能化和鄂尔多斯能化煤化工项目二期工程，以

及万福煤矿及洗煤厂开工建设，预计2018-2020年工程施工和管理费分别为110,000万元、90,000万元、

70,000万元。

(8)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资产租赁：预计2018-2020年资产租赁每年上限金额均为5,000万元。 与原

《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约定上限金额无变化。

(9)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担保服务：该服务为新增关联交易项目，按照兖矿集团目前为公司提供担保

的贷款266亿元，担保费比率1.22%计算，预计2018-2020年担保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32,500万元。

(10)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食堂运营服务：该服务为新增关联交易项目，兖矿集团为公司榆林能化、鄂

尔多斯能化公司提供餐厅运营服务，预计2018-2020年食堂运营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800万元。

(11)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安保服务：考虑到火车运量的增加、公司驻外单位安保用工人数的增加、本

部单位取消保卫部门，按照市场价格聘用保安人员为本单位提供安保服务，预计2018-2020年安保服务

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5,200万元。

3.《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下的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

上限金额分别为17,710万元、17,910万元、17,910万元。 上述交易上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主要为：

(1)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培训服务：预计2018-2020年培训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000万元。

(2)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运输服务：预计2018-2020年运输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2,650万元。

(3)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维修服务：预计2018-2020年维修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2,800万元、

3,000万元、3,000万元。

(4)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咨询服务：预计2018-2020年咨询服务费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260万元。

4.�《保险金管理协议》下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上限金额分别为137,940万元、151,734

万元、166,908万元。 上述交易上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为：

根据《保险金管理协议》，兖矿集团就本公司按员工工资总额18%、6%、4%、2%、和1%分别提取基本

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补充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免费提供管理及转缴服务。考虑

到未来兖矿集团也为公司工伤保险（按员工工资总额2%计提）免费提供管理服务，预计未来三年公司员

工工资总额会有较大增长。 2018-2020年保险金每年预测上限金额分别为137,940万元、151,734万元、

166,908万元。

5.《产品、 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 下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上限金额分别为

383,730万元、449,580万元、487,670万元。 上述交易上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为：

(1)公司向兖矿集团销售煤炭：预计2018-2020年销售煤炭上限金额分别为227,250万元、263,800万

元和277,100万元。

(2)公司向兖矿集团供应材料及设备：考虑兖矿集团未来能源煤制油项目二期等新设项目陆续开工，

预计2018-2020年公司向兖矿集团供应材料及设备的上限金额分别为131,880万元、159,680万元、180,

970万元。

(3)公司向兖矿集团销售甲醇：预计2018-2020年甲醇产品销售上限金额分别为8,000万元、8,000万

元、10,000万元。

(4)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设备租赁：预计2018-2020年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设备租赁的上限金额分别

为3,000万元、3,500万元、4,000万元。

(5) 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电力： 预计2018-2020年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电力的上限金额分别为11,

000万元、12,000万元、13,000万元。

(6) 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热能： 预计2018-2020年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热能的每年上限金额均为2,

600万元。

6.《大宗商品购销协议》项下公司向兖矿集团销售大宗商品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364,

100万元、384,100万元、428,100万元。包括：（1）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垠国

贸” ）向兖矿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销售大豆、铁矿石，预计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

分别为200,000万元、220,000万元、264,000万元；（2）中垠国贸向兖矿集团销售煤炭，预计2018-2020

年每年上限金额均为164,100万元。

《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项下公司向兖矿集团采购大宗商品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450,

000万元、470,000万元、514,000万元。 包括：（1）中垠国贸向上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采购大豆、铁矿石，

预计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200,000万元、220,000万元、264,000万元；(2) 中垠国贸向兖矿

集团采购煤炭，预计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均为250,000万元。

7.《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下的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预测上限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2,

500万元、4,000万元。 上述交易上限金额的预测依据为：

(1)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化工项目委托管理：预计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均为550万元。

(2)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化工产品销售代理：预计2018-2020年销售代理费用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1,

450万元、1,950万元、3,450万元。

8.《大宗商品互供协议》项下公司向世纪瑞丰采购铁矿石、煤炭、钢材：预计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

额分别为131,500万元、110,000万元、90,000万元。

《大宗商品互供协议》 项下公司及兖州煤业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向世纪瑞丰销售煤炭： 预计

2018-2020年每年上限金额分别为173,300万元、219,500万元、311,900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

资本33.53亿元，法定代表人李希勇，主要从事煤炭、煤化工、煤电铝、机电成套设备制造及对外投资管理

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2,317.04亿元，净资产584.99亿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95.62亿元，实现净利润0.93亿元。

兖矿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公布之日，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56.59%股权。依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规定，兖矿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兖矿集团以往年度与本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协议条款执行，其应支付的日常关联交易款

项未形成公司坏帐。 本公司与兖矿集团2015-2017年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请参阅本公告“一、

日常关联交易现状” 。

（二）世纪瑞丰

世纪瑞丰成立于2003年7月，注册资金5,000万元，注册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44号百盛国际商务

中心37层及43层。 刘毓崑持该公司50%股权，毛显文、李晓彦各持该公司25%股权。 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国

际货运代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运输咨询；批发和零售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建

筑材料、铁矿石、日用杂品、服装、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工器材及相关代理业务、焦碳；国

内船舶代理、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世纪瑞丰总资产39.92亿元，净资产2.46亿元；2016年度实现销售收入53.05亿

元，实现净利润374万元。

因世纪瑞丰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垠瑞丰49%股权，是公司重要子公司主要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世纪瑞丰为公司重要子公司层面的关联人。

世纪瑞丰以往年度与本公司未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兖矿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包括：（1）国家规定的价格；（2）若无国家

规定的价格则采用市场价格；（3）若无国家定价、市场价格则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厘定价格。

（一）国家定价依据

根据相关政府机关的法律、法规、决定、指令或定价政策而确定的价格。

（二）市场价格依据

处于同区域或临近地区或中国境内的独立第三方按正常商业条款在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

或类似产品及服务的价格。

公司采购及营销部门负责监控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以确定市场价格。 一般来说，通过电邮、传真或电话

咨询至少两名独立第三方报价，或持续监控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网络报价等，根据交易需求及时获得有参

考意义的市场价格。

（三）成本定价依据

成本价格以协议一方提供该等交易项目所产生的费用为基础厘定交易价格。

五、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材料物资供应协议》

根据《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兖矿集团将向公司提供材料物资。 该等供应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集团向公司供应各类水管、磁铁粉、各类锚杆等支护用品、托辊及其他类似材料物资。

2．材料物资按市场价格供应。

3．兖矿集团承诺供应价格将不高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别材料物资的价格。

4．若任何第三方就同类材料物资所提出的供应条款及条件比兖矿集团更优惠，或者兖矿集团提供

的材料物资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则公司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购买该类材料物资。

（二）《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

1．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劳务及服务供应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兖矿集团将向公司提供以下劳务及服务：

供暖、房产管理、信息化及通讯服务、维修服务、工程施工和管理、员工个人福利、离退人员福利、资产

租赁及服务、食堂运营服务、担保服务和安保服务（包括煤炭火车押运服务、保安服务）。

（2）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务、信息化及通讯服务、建筑物及设备维修服务、食堂运营服务、担保服务、安

保服务中的保安服务、资产租赁及服务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房产管理、员工个人福利、离退人员福利等服务，双方同意以该等服务的成本价为基础厘定该等服务

的价格。

供暖服务的价格按政府主管机构批复价格执行，最终执行价格不高于当地物价局的规定价格。

安保服务中的煤炭火车押运服务的价格，以兖矿集团发生的薪酬、材料器材消耗和折旧等成本费用

为基础加合理利润作为计费基础。

（3）兖矿集团承诺：向公司提供上述劳务或服务的价格不超过兖矿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相同劳务

或服务而收取的价格。

（4）公司无须仅从兖矿集团获得劳务及服务供应。

2.公司向兖矿集团提供劳务及服务供应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将向兖矿集团提供以下劳务及服务：培训服务、运输服务、维修服务、咨询服务。

（2）培训服务、运输服务、维修服务、咨询服务等的价格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3）公司承诺：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向兖矿集团提供本协议项下的劳务及服务。

（三）《保险金管理协议》

兖州煤业于1997年设立后，兖矿集团一直免费提供公司职工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等保险金的管

理和转缴服务。 协议主要条款为：

1．兖矿集团无偿向公司提供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补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金、生育保

险金、工伤保险金的管理和转缴服务。

2．公司每月按职工月工资总额的18%、6%、4%、2%、1%和2%分别提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

保险金、补充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并于月底前将该等款项全额汇至兖矿集

团为公司设立的该等款项的专用账户。 兖矿集团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公司职工全额转缴保险

金。

3．兖矿集团应每年向公司提供有关保险金专用账户资金使用的情况说明，公司有权监督、检查兖矿

集团对保险金专用账户的使用。

（四）《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

根据《产品、材料物资供应及设备租赁协议》，公司向兖矿集团供应煤炭、甲醇、电力、热能、材料物资

和设备租赁。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向兖矿集团供应煤炭、甲醇、电力、热能、材料物资（包括但不限于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油

脂、轴承、液压支架、皮带输送机等矿用设备机械及其他类似材料物资）和设备租赁。

2．有关煤炭、甲醇、材料物资和设备租赁的价格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电力和热能的供应价格，按照政府主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山东省物价局、济宁市物价局）批复价格

执行，并按兖矿集团的实际用量结算。

3．兖矿集团承诺：将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向公司支付该等协定供应价款。

（五）《大宗商品购销协议》

根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公司和兖矿集团互相采购和销售煤炭、大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 协议主

要条款如下：

1．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互相购销包括：煤炭、大豆、铁矿石及其他大宗商品。

2．有关煤炭、大豆、铁矿石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3.兖矿集团承诺：向公司提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其就同类大宗商品向任何独立

第三方收取的价格。

4.若任何第三方就同类大宗商品所提出的供应条款及条件比兖矿集团更优惠，或者兖矿集团提供的

大宗商品不能满足公司的需要，则公司有权选择从第三方购买该类大宗商品。

（六）《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

根据《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兖矿集团向公司提供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和代理销售服务。 协议主要

条款如下：

1．兖矿集团对公司化工项目进行委托管理，负责公司化工项目的战略管理、产业发展、重大安全技

术管理、相关生产经营管理及化工产品销售等，承担公司化工项目安全环保重大事项监管责任。

2．双方同意，根据产量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以甲醇产品每吨3元为基准浮动调整，计提管理费用。

双方同意，兖矿集团代理销售化工产品的价格按照第三方安迅思网站（http://� www.icis-china.

com）公布价格的99%执行（以下简称“标准销售价格” ）。实际销售价格高于标准销售价格的部分，将由

公司作为销售费用支付给兖矿集团；实际销售价格低于标准销售价格的，在公司应支付给兖矿集团的管

理费用中扣除，不足部分，由兖矿集团以现金补足。

3.兖矿集团承诺并保证，将按照并达到按兖州煤业不时与兖矿集团进行磋商而确定的要求和标准确

保兖矿集团提供的委托管理服务质量。

5.在委托管理期限内，兖矿集团承诺保证化工项目生产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避免发生重大安全技术、

环保事故或计划外停车事故，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七）《大宗商品互供协议》

根据《大宗商品互供协议》，公司与世纪瑞丰互相进行大宗商品采购和销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与世纪瑞丰进行的互相购销包括：煤炭、铁矿石和钢材。

2．有关煤炭、铁矿石、钢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应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3．世纪瑞丰向兖州煤业承诺，世纪瑞丰向兖州煤业提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世

纪瑞丰就同类大宗商品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收取的价格。

4．若任何第三方就同类大宗商品所提出的供应或购买条款及条件比世纪瑞丰的更优惠，或者世纪

瑞丰提供的大宗商品在任何方面（包括数量上或质量上）不能满足兖州煤业的需要，则兖州煤业有权选

择从第三方购买或向其销售该类大宗商品。

（八）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通用条款

1．年度需求计划

每年11月30日前，需求方向供应方提交下一年度要求对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年度计划，或对本年度

服务项目的调整计划，双方应于该年12月31日之前就该计划达成一致。

2．结算方式

协议双方最迟须于每个公历月的最后一个营业日就当月到期应支付给另一方或应向另一方收取的

有关持续性关联交易款项登记入帐。每个公历月发生的持续性关联交易款项应于紧随下一个月度内结算

完毕，但不包括当时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项和仍有争议的款项。

3．协议生效

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协议，且公司根据审批权限及上市地监管规定取得董事会或

独立股东批准的条件下，追溯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 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

12月31日止。

六、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接受兖矿集团提供材料物资及服务的原因：1. 确保获得可靠、 有质量保证的材料物资和服务供

应，兖矿集团供应材料物资和提供相关服务的资质和质量，均得到了政府部门或行业的批准、认证；2.公司

可以从兖矿集团获得及时、稳定的供应，降低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3.公司不具备提供社会

后勤服务的职能，有关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后勤服务，由兖矿集团按成本价或国家定价提供的成本最低；4.

借助兖矿集团在生产、销售、专业知识以及安全及环境管理上拥有的经验及优势，可进一步降低本公司管

理成本。

公司向兖矿集团销售产品、材料物资、提供资产租赁及培训等服务原因：1.公司按市场价向兖矿集团

销售产品，由于产品销售距离较近，可降低公司管理及经营成本；2.凭借集中、批量采购优势，以较低价格

采购材料物资及设备，以不逊于市场价格销售给兖矿集团，可提高本公司经营收益；3.根据兖矿集团的营

运需求按正常商业条款向兖矿集团提供设备租赁的方式， 有效控制融资租赁业务的风险并获得经济利

益；4.公司凭借自身经验和优势技术，向兖矿集团提供专业化服务，可获得稳定的销售市场并获得收益。

由于世纪瑞丰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垠瑞丰的另一股东，本公司将更容易取得有关世纪瑞丰信用等

级及经营状况的资料。 与世纪瑞丰交易的风险远低于与第三方交易的风险，可充分发挥世纪瑞丰及本公

司在资源销售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因而达致协同效应。

（二）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

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

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七、日常关联交易的审批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8－2020年

度与兖矿集团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

事11人，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包括4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11

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11人，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11名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事人

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兖矿集团持续性关联

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

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对《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兖矿集团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

《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世纪瑞丰签署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是公司日常

和一般业务，对公司及独立股东公平合理；订立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各类

持续性关联交易2018-2020年每年的上限交易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并依据香港上市规则就部分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

其约定的2018-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向独立董事委员会和独立股东提出建议。 有关详

情公司将刊发于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编制的《股东通函》。

（四）独立股东批准

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在2018-2020年每年的上限交易金额，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兖矿集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大宗商品互供协议》除

外）的表决权。

八、备查文件

1.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产品、 材料物资供应及设

备租赁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及《大宗商品互供协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7-10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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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 ）定向发行的股份，以及受让临商银行股东

转让股份；

●投资金额：21.53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以及本次认购及受让未获得成功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临商银行是一家总部设在山东省临沂市的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8年2月18日成立，前

身是临沂市商业银行；2008年11月22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正式更名为临商银行。 2017年9月6日，山东省

银监局批准临商银行增资扩股方案，同意临商银行按照面值1元/股，发行价格3元/股，增资扩股4亿股股

份。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 、“公司” 、“本公司” ）拟按照3元/股发行价格，认购4亿股临

商银行定向发行股票（“本次股份认购交易” ）；同时，兖州煤业拟按照3元/股的交易价格，受让临商银行

现有5名股东转让的31,769.7143万股股份（“本次股份转让交易” ）（以上两个交易合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兖州煤业将持有临商银行71,769.7143万股股份， 占临商银行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9.75%。

本次交易已获得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

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认购交易

1、概况

公司名称：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进

注册地：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北京路3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3,233,790,086元

经营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2、主要股东情况

临商银行前十大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1 临沂市财政局 71,769.7143 19.75

2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1,110.8694 5.81

3 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135.0662 5.27

4 沂州集团有限公司 15,968.0077 4.39

5 蒙阴中山矿业有限公司 15,845.4624 4.36

6 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 14,679.9552 4.04

7 临沂市卓润经贸有限公司 14,148.0108 3.89

8 华和信投资有限公司 14,148.0108 3.89

9 山东三维油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78.8986 3.74

10 临沂京华矿业有限公司 13,402.3345 3.69

3、经营情况及财务指标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12月31日，临商银行资产总额为7,400,831.66万元，负债总额6,779,981.42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为 620,850.24万元；2016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1,469.05万元，利润总额61,036.13万元，净利润44,

241.85万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临商银行未经审计财务指标：资产总额为7,813,045.74万元，负债总额7,167,

904.13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645,140.28万元；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24,029.69万元，利润总

额32,447.67万元，净利润24,290.04万元。

4、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估”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对临商银

行进行审计评估。

根据中联评估以201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对临商银行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临商银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为620,850.24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值为

925,426.62万元，评估增值304,576.37万元，增值率为49.06%，收益法采用了股东自由现金流模型，折现

率为12.34%；采用市场法评估价值为795,347.50�万元，评估增值174,497.26�万元，增值率为28.11%。

中联评估认为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了资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

大小，是以判断整体企业的获利能力为核心，比较客观的反映了企业价值和股东权益价值。收益法体现了

投资者共同关注的未来盈利状况、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资产配置等信息，较好地反映了临商银行股权的

长期内在价值，故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联评估对交易标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

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份转让交易

1、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伟，公司经营地址为济南市市中

区历阳大街6号银丰大厦，主要从事对高新科技产品投资开发；日用百货、橡胶塑料制品（不含农膜）、针

纺织品、机械电子设备、汽车（不含小轿车）、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饰品）、建筑及装饰材料、环保材料及设

备、供暖器材及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通讯器材、花卉的销售；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投资咨询等业务。 海南银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46.36%股权，王伟持有该公司23.04%股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6.72亿元，净资产为42.37亿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92.40亿元，净利润为14.66亿元。

2、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凡儒，公司经营地址为山东省临沂市

金源路307号，主要从事医药生产、医药分销、零售等业务。 林凡儒持有该公司88.27%股权，为该公司控股

股东。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71.92亿元，净资产23.48亿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0.02亿

元，净利润1.68亿元。

3、临沂市兴华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市兴华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祥华，公司经营地址为山东省临沂

市蒙阴经济开发区汶河2路，主要从事煤炭批发经营，销售化工产品、冶金产品、机电设备、有色金属、机械

设备、金属材料、矿产品、焦炭、炉料、铁合金、连铸坯、废钢、耐火材料、润滑油；货物进出口等业务。陈祥华

持有该公司51.22%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5.02亿元，净资产为4.75亿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0.68

亿元，净利润-252.85万元。

4、临沂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

临沂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庆会，公司经营地址为临沂市沂蒙

路136号，主要从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批发和零售预包装食品、散

装食品和酒水等业务。 林里根持有该公司76.54%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4.47亿元，净资产208亿元。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852万

元，净利润411万元。

5、临沂飞达投资有限公司

临沂飞达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晓霞，公司经营地址为山东省临沂市兰

山区临沂综合商贸园B区B2号楼，主要从事对中小企业投资；投资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建材信

息咨询服务；商务经纪服务；招投标代理；销售建材等业务。 深圳市羽田广告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90.28%

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08亿元，净资产为8.57亿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9.29

亿元，净利润5,557.69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临商银行定向发行的股份以及临商银行现有股东持有的股份。关于临商银行的基

本情况请见本公告“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本次股份认购交易”一节相关内容。

目前，临商银行拥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以及完善的公司治理。

就本次交易，本公司尚需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入股金融机构条件核准。本次交易完成后，

兖州煤业将持有临商银行增资扩股后19.75%的股份。

四、本次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股份认购交易

1、认购股份数量：临商银行4亿股股份。

2、认购价格及认购出资金额：本公司拟出资12亿元，按照3元/股的价格认购临商银行定向增发4亿股

股份。

3、本次股份认购交易的生效条件

（1）《股份认购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

（2）双方已履行全部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必要的监管批准。

（3）兖州煤业就评估报告履行完毕国资监管规定核准/备案程序。

（4）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已批准临商银行增发方案，且核准了兖州煤业的股东资格。

（5）过渡期内临商银行经营或财务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6）认购增发股份与受让存量股份互为前提条件，且可以实现本次投资目标，即兖州煤业与临沂市

财政局并列成为临商银行第一大股东。

4、认购价款的支付与股权证明

在认购条件全部达成后5个工作日内， 兖州煤业支付认购价款； 在认购条件全部达成后45个工作日

内，临商银行完成出具股东证明、修改公司章程、完善法人治理等程序，并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工商变更登

记等手续。

5、本次投资完成后，兖州煤业与原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临商银行股东权益（含评估基准日及之后的

未分配利润）。

（二）本次股份转让交易

1、受让股份数量：现有股东持有的临商银行31,769.7143万股股份。

2、受让价格及出资金额：本公司拟出资9.53亿元，按照3元/股的价格受让临商银行现有股东持有的

31,769.7143万股股份。

3、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的生效条件

（1）《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

（2）各方及目标公司均已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并获得监管部门必要的批准。

（3）银行业监管部门已批准本次转让，且核准了兖州煤业的股东资格。

（4）过渡期内临商银行经营或财务状况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

（5）认购增发股份与受让存量股份互为前提条件，且保证兖州煤业受让31,769.7143万股存量股份。

兖州煤业不接受任何一方单独的股份转让，若受让存量股份未达到上述数量，兖州煤业有权拒绝接受任

何一方转让的股份。

（6）若上述条件因任何原因未能全部实现，兖州煤业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本协议，各方

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兖州煤业有权书面同意变更、免除上述任何一项生效条件（法律规定的必要前提条

件除外）。

4、 各转让方承诺标的存量股份均处于完全可过户交割的状态， 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存量股份权属清

晰，不存在任何已有或潜在的纠纷；各自持有之股份不存在任何法律或合同义务的限制，未被质押或设置

任何债务负担,未被人民法院或其他权力机构查封、冻结，不受任何第三方的追索。

5、于交割日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兖州煤业将标的存量股份转让价款分别汇付至各转让方指定账户。

6、自标的存量股份交割完成的次日起，与标的存量股份有关的全部股东权利和义务均归兖州煤业享

有、承担。

7、各方确认并理解本次收购目标；如未能实现本次收购目标，兖州煤业有权决定本次股份转让交易

均予解除，标的存量股份停止交割（已交割的应予回转），本协议自动解除。 但发生违约的股份转让方应

承担的违约金由兖州煤业与各守约的转让方分享

8、违约责任。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如转让方任何一方未能向兖州煤业转让交割其应转让之目标公司股份，或

将股份转让或质押予第三方或有其他影响协议履行的情形，构成该方根本违约，该违约的股份转让方应

承担的违约金金额为自满足交割条件之日起按照该转让方应转让股份总数对应转让价款总额每日万分

之三计算，并按约定支付予相关方。

如兖州煤业逾期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应按逾期应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三向转让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

五、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公司投资收益，通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实现

产融一体、协同发展，进一步确立“实体产业、物流贸易、金融投资”三边支撑、产融结合、协同发展的产业

新布局。

六、本次交易风险

1．本次交易本公司尚需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入股金融机构条件的核准，存在股东资格不

能被批准的风险。

2．市场因素引起的风险：金融行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

不确定性、利率市场化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均可能影响临商银行金融业务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公司的收

益。

3．监管环境变化引起的风险：临商银行的业务受到中国银监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的影响。现

行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变动，均可能影响临商银行的经营，从而对该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七、备查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编号：临

2017-10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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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11月21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11月27日在山东省邹城市公司总部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事11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11名董事一致赞成，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批准《关于投资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公司与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 ）签署《股份认购协议》，按照3元/股的价

格，以12亿元交易代价认购临商银行4亿股定向增发股份。

（二）批准公司与山东银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沂市兴华商贸有限公司、

临沂远东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临沂飞达投资有限公司5名转让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按照3元/股的价

格，以953,091,429元交易代价受让5名转让方持有的临商银行31,769.7143万股股份。

（三）批准公司与临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四）授权一名董事具体办理本次投资涉及的相关手续。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的关于投资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该等资料

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二、通过《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兖矿集团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二）批准《材料物资供应协议》、《劳务及服务互供协议》、《保险金管理协议》、《产品、材料物资供

应及设备租赁协议》、《大宗商品购销协议》、《化工项目委托管理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2018-2020年每

年的交易上限金额，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三）批准由公司独立董事孔祥国、蔡昌、潘昭国及戚安邦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依据独立财务顾问

提供的专业建议，对交易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四）批准就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向股东发放通函，授权公司任一名董事确定股东通函及其他有关

文件的具体事宜。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

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三、通过《关于确定2018-2020年度与其他关联方持续性关联交易项目及上限金额的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公司与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二）批准《大宗商品互供协议》及其所限定交易2018-2020年每年的交易上限金额，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讨论审议；

（三）批准由公司独立董事孔祥国、蔡昌、潘昭国及戚安邦组成独立董事委员会，依据独立财务顾问

提供的专业建议，对交易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四）批准就公司与青岛世纪瑞丰集团有限公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向股东发放通函，并授权公

司任一名董事确定股东通函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具体事宜。

本公司董事中，无关联董事需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日期为2017年11月27日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等资料载于上交所网站、香港联交

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四、批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内部借款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批准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

司分别提供21.88亿元、3亿元内部借款， 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司提供9.5亿元内部借款

的相关安排。

五、批准《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蔡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调整后的审计委员会委员

为独立董事蔡昌、孔祥国、潘昭国、戚安邦及职工董事郭军。

六、 批准《关于召开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一）批准公司召开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授权任一名董事根据香港联交所对关联交易事项审核进展情况，适时确定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开时间、有关会议资料、文件及发出股东大会通函，并确定或修改向监管机构和股东提供资料及文件等。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