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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王观昌 工作原因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潞安环能 6016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永红 范雅琳

电话 0355-5968816 0355-5923838

办公地址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董事会

秘书处

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潞安环能证券部

电子信箱 mao601699@163.com fan601699@163.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3,735,396,645.80 66,473,879,928.45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86,382,006.37 21,114,241,012.52 6.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3,689,907.18 4,324,329,492.83 -84.19

营业收入 10,861,578,256.48 10,125,815,234.39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1,323,897.57 1,142,521,949.13 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893,217.62 1,144,147,470.73 2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5.97 增加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8 2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8 23.68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5,12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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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61.54 1,840,786,412 0 质押 90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4.90 146,548,03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法

人

1.06 31,745,500 0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沪

其他 1.05 31,363,081 0 无

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02 30,420,000 0 无

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89 26,696,811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55 16,549,933 0 无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47 14,204,585 0 冻结 1,227,189

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38 11,245,000 0 无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沪

其他 0.37 11,052,56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山西潞安工程公司、天脊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山西潞安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外，其他流通股股东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7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7环能01 143366 2017.10.27 2022.10.27 6,000,000,000 5.3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5.96 69.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27 6.3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国际主要经济体复苏态势强劲，全球经济景气度改善型上升趋势明显；

国内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重向好发展态势，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有利

条件稳步增多，结构性矛盾得到缓解，国内经济合理区间运行。 煤炭行业继续保持总体平稳

态势，受益于国家煤炭行业“低效产能退出、高端产能增加” 等政策和行业企业自发性调

整，以及下游地产、冶金、能源消费等行业带动，煤炭供需局面基本稳定，煤炭价格继续保持

高位稳定运行，煤炭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改善。

下半年，面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内需增速疲软、去杠杆、房地产风险累积等经济下行

压力，国内稳健货币和积极财政等政策精准预调，煤炭产能总体控制和置换升级等行业政

策影响持续，煤炭供给平稳偏宽松压力凸显，煤炭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对此公司将保

持清醒认识，充分把握供给侧改革和能源革命时代脉搏，加快先进产能集聚和落后产能置

换，着力推动煤炭绿色高效安全开采，完善建设客户为中心营销新格局，保障企业生产经营

稳健运行。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 始 适 用

的时点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和金额)

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企业自行决定提取矿山环

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炭转产发展资金的通知》{晋财综

（2017）66号}文件规定，本企业恢复提取“两金”

董事会

2018 年 01

月01日

对2018年报表影响： 专项储备增

加279,543,989.63

元， 未分配利润减少279,

543,989.63元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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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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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王观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8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上午9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十七人，实到董事十六人，其中亲自出席十人，传真表决六人。

董事王观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晋平先生主持，公司四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二○一八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以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28号《关于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29号《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四）《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30号《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五）《关于五阳煤矿与集团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31号《关于分公司五阳煤矿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六）《关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国债回购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32号 《关于使用部分流动资金进行国债回购交易的公

告》。

经审议，以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七）《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33号《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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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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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张宏中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监事代为表决。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8年8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上午11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监事七人，实到监事六人，其中石汝欣先生、吴克斌先生两名监事传真

表决。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丛林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核公司二○一八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二○一八年半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其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二○一八年半年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

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本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关于审议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28号《关于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关于审议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29号《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四）《关于审议五阳煤矿与集团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公司2018-031号《关于分公司五阳煤矿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公告》。

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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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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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山西

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累计发生5笔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为1,255,311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源公司吸收合并潞武公司的议案》，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国资国企改革会议精神，积极实施转型发展，加快实

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经与山西潞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武公司” ）协商，拟由我

公司二级子公司山西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源公司” ）吸收合并潞武公

司，同时将潞武公司注销。

一． 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一） 合并方

公司名称：山西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屯留县李高乡西鸣水村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6月5日

主营业务：蔬菜、苗木花卉的种植、销售等。

股权结构为我公司子公司余吾煤业持股100%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源公司总资产为26049.85万元，净

资产为2937.96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8852.66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2.29万元。

（二） 被合并方

公司名称：山西潞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治市武乡县韩北乡土河坪村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7日

主营业务：油用牡丹、食用菌的规模化种植、栽培及产品加工。

股权结构为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潞武公司总资产为10100.34万

元， 净资产为1766.36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041.56万元， 实现净利润为8.70万

元。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吸收合并的方式：本源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潞武公司全部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本源公司存续经营，潞武公司的独

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吸收合并的范围：合并完成后，潞武公司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权利与义

务由本源公司依法承继。

3.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4.合并双方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工商登记、注销等手续。

5.合并双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二． 本次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吸收合并潞武公司项目，有助于公司探索产业转型发展，有利于本源公司扩大农

业产品结构和销售渠道，提升区域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为公司快速发展增加新的经济

增长点。

三． 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吸收合并的具体事宜，由本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和国资管理报批等手续，根据省国资委批复意见和双方签订的协议办理。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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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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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为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蒲县

宇鑫煤业有限公司、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期限为一年，合计金额为350,617.6万

元的委托贷款，借款利率为4.567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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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支持子公司发展，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办理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

司、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开拓

煤业有限公司、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本源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用于偿还到期贷款，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 借款利率为

4.5675%。

借款单位 金额（万元）

蒲县常兴煤业有限公司 9,865

蒲县黑龙煤业有限公司 105,530

蒲县黑龙关煤业有限公司 46,639

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12,560

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5,000

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54,300

温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2,470

蒲县隰东煤业有限公司 7,270

蒲县新良友煤业有限公司 14,360

蒲县伊田煤业有限公司 46,673

蒲县宇鑫煤业有限公司 20,950.60

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350,617.60

二.关联方介绍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长治市城西路2号

法定代表人：杨广玉

注册资本：23.5亿元

主营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开展

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十二）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十三）有价证券投资。

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我公司对财务公司出资7.83亿元， 占其总股本的

33.33%，为公司参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委托贷款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财务公司资产总额39,057,223,333.08元， 资产净额2,967,

059,831.08元，2017年营业收入410,559,254.32元，净利润277,936,880.30元。

截止2018年6月30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40,166,185,574.22元，资产净额3,143,841,

280.06元，2018年1—6月营业收入198,443,787.54元，净利润176,781,448.98元。

三.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蒲县常兴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2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苗润田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等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906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82.87%，为公司控股股东。

2.�蒲县黑龙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付玉刚

注册资本：55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33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3.�蒲县黑龙关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贾双春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煤炭洗选等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65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55%，为公司控股股东。

4.�蒲县后堡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法定代表人：苏海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72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5.蒲县开拓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梁安文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72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60%，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6.�潞宁煤业公司

注册地点：山西省宁武县化北屯乡陈家沟村

法定代表人：赵光荣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修理；煤炭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34,

686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57.8%，为公司控股股东。

7.�温庄煤业公司

注册地：武乡县蟠龙镇温庄村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575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71.59%，为公司控股股东。

8.�隰东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中海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60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80%，为公司控股股东。

9.�新良友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安舍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

12000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80%，为公司控股股东。

10.�伊田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龙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36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60%，为公司控股股东。

11.蒲县宇鑫煤业公司

注册地：山西省临汾市蒲县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彦月

主营业务：原煤开采及销售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以货币出资5600

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70%，为公司控股股东。

12.�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屯留县李高乡西鸣水村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史红邈

经营范围：蔬菜的种植、金属材料（贵重金属及国家限定品种除外）、支护材料、机电设

备（小轿车除外）、仪表仪器、五金交电（油漆除外）、电线电缆、橡胶塑料制品、工矿机械设

备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工矿机械设备的修理（仅限分公司经营）。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截止2018年6月30日，上述各矿主要经营业绩：

单位：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责总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蒲县常兴 1,235,673,270.77 1,564,988,739.06 126.65% 367,594,759.20 -33,979,900.26

蒲县黑龙 2,581,292,905.48

3,478,406,

507.40

134.75% 343,302,903.23

-136,643,

453.35

蒲县黑龙关 1,497,025,419.72 1,795,448,560.47 119.93% 1,414,072.28 -71,324,643.27

蒲县后堡 518,494,892.85 820,976,690.57 158.34% 199,839,693.53 -36,018,115.91

蒲县开拓 505,936,003.33 303,060,856.40 59.90% 207,236,581.29 50,563,917.74

潞宁煤业 9,152,518,620.14 9,177,535,258.71 100.27% 1,343,863,292.87

-340,970,

179.74

温庄煤业 1,455,761,115.33 1,613,143,391.59 110.81% 443,025,714.29 5,481,732.20

蒲县隰东 712,031,223.97 947,051,601.55 133.01% 151,276,304.35 -82,376,444.60

蒲县新良友 468,070,272.25 672,294,897.57 143.63% 140,293,523.71 -27,406,546.05

蒲县伊田 2,309,939,837.70 2,684,834,780.52 116.23% 447,780,668.23 -14,134,661.95

蒲县宇鑫 297,726,712.43 520,346,682.17 174.77% -35,259,538.25

本源生态农业 243,350,327.01 213,199,606.63 87.61% 188,526,622.19 19,081.97

合计 20,977,820,600.98

23,791,287,

572.64

3,834,154,135.17

-722,048,

751.47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办理委托贷

款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

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进行该关联交易。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此项协议是关联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此项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加快公司整合矿井及子公司的发

展步伐，有利于公司煤炭主业发展扩大产能，有利于公司煤炭品种结构调整，符合公司的长

远利益。 同意执行此项议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详情参考公

司2017-036号公告、2017-041号公告、2018-004号公告、2018-012号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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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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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额度6亿元，期限为三年，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

款、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等融资业务。

上述内容已经公司2018年8月23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 以16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状况，具体办理后

续相关融资事宜。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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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五阳煤矿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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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山西

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累计发生5笔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为1,255,311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关于实施减量置换严控煤炭新增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

1602号）、《关于山西潞安矿区李村煤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方案的通知》（国能综煤炭

〔2016〕740号）、《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山西潞安矿区李

村煤矿化解煤炭过剩产能方案复函的通知》（晋发改能源发〔2016〕838号）等文件精神，为

积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加快公司低效资产和落后产能处置工作，公司分公司五阳煤矿拟

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 ）进行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

易。

五． 关联方介绍

（三） 关联方关系介绍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潞安集团

持有公司61.67%的股权。

（四）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山西省襄垣县侯堡镇

注册资本：419,881.6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晋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营业务：煤炭的生产、销售；住宿、餐饮服务；印刷；游泳。 风化煤、焦炭、建材、化工产

品、镀锌铅丝、水泥预制构件、玻璃制品、钢木家具、电装制品、、五金工具、橡胶制品、皮革制

品、工艺美术品、服装的生产、销售；洗、选煤；硅铁冶炼、自备车铁路运输；医疗服务；电子通

讯服务；室内外装潢；家禽养殖；树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润滑油销售；木材经营加工；汽

油、柴油零售；勘察工程施工（钻探）；固体矿产勘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气体矿产勘察；设备经营租赁；酒店管理。 金属材料及制品、矿石机矿产品、机电产品、办公

用品、电子产品、包装材料、工矿设备及配件、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照明电器、劳保用品、土

产日杂、采掘工具及技术咨询服务。

潞安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国资委。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潞安集团总资产为24,179,171万元，净资产为4,958,805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6,065,932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01,749万元。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潞安集团总资产为 24,664,894.17� 万元， 净资产为 5,531,

231.77�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为 16,065,931.72�万元，实现净利润为101,931.02万元。

六．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子公司五阳煤矿核减的40万吨产能。

该等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价款的确定

集团公司拟受让本次32万吨产能置换指标， 经双方友好协商初步拟定交易价格为118

元/吨（含税价，税率6%），交易总金额3776万元。

上述产能置换方案的具体事宜及产能指标最终价格的确定，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按照国家及山西省化解过剩产能相关政策，完善履行相应上报程序和手续后，依据具体

批复意见办理。

四．产能置换方案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省发改委等上级部门文件要求和相关批复意见，五阳煤矿

生产能力由400万吨/年核减到360万吨/年，核减产能40万吨/年，按80%折算置换32万吨/

年，用于本次产能置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提质增效、维护本公司业绩，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东的整体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

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五阳煤矿与集团公

司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的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

订）》10.2.1�条之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出席会议的6名非关联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经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

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分公司五阳煤矿拟与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

交易。 经过对本次产能置换及产能指标交易方案的审阅，我们认为：该事项遵循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项协议符合国家

去产能等相关政策精神，有利于优化产能资源配置，提升产能利用效率，优化存量资产结

构，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同意执行交易方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与山西潞

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累计发生5笔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1,255,311万元。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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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流动资金进行国债回购

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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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债回购交易品种：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1-273天期的国债回

购交易品种。

●国债回购交易金额：任一时点最高总额不超5亿元人民币。

●国债回购交易期限：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安环能”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国债回购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在保证公司流动资金安全和灵活使用前提下，拟借助全资子公司长治市潞

安潞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平台，开展国债回购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亿元。 具体公告如

下：

一、 交易目的

为盘活公司闲余流动资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闲余流动资金进行国债回购交易。 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拟进行交易的品种

公司拟进行的国债回购交易品种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1-273

天期的国债回购交易品种。

三、 交易金额及时效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5亿元（在总额度内，任一时点从事国债回购交易业务的资金余

额不超总额）的自有资金从事国债回购交易业务，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四、 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拟从事的国债回购品种的交易，能保证投资本金安全，但投资收益受市场波动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依托全资子公司潞欣公司开展不超过伍亿元国债回购业务，业务开展和资金量

调配由公司主导，资金安全且业务灵活，有利于提升公司零碎闲余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部分流动资金用于国债回购业务。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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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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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发行债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审议， 以1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修改条款。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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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