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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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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于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定价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非关

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此议案尚需获得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

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

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同意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发生额（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通风钻孔服

务费

7,058,303.77 652.07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安全运行费用 1,438,741.42 384.91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67,068,047.41 4,175.02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采购材料 88.57

大同煤矿集团钢丝绳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400,931.53 200.97

大同煤矿集团锅炉辅机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813,406.30 374.23

大同煤矿集团宏盛成美工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518,645.85 400.99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材料 172.98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27,669,544.17 1,447.32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53,871.78 37.8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5,160,125.38 186.25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8,358,093.56 1,778.21

大同同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4,669,008.55 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822,153.65 88.94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采购设备 72.48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设备 18.64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力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4.53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96,581.20 28.21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51.11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约翰芬雷洗选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3,647,863.25 144.07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17,950,690.15 9.45

塔山煤矿采购设备

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10,479,750.13 5,682.90

塔山煤矿采购设备

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1,724.14 0.74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5,487,758.64 439.37

塔山煤矿采购设备

增加

阳煤忻州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316,239.32 102.56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333.88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687,672.42 69.21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维修服务 1,113,793.11 514.12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力泰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37,941,880.62 2,855.48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60,305.11 1,481.76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7,413,664.47

大同同煤集团矿铁建筑安装公司 维修服务 4,155,967.08 281.47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70.94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工程服务 3,614,767.90 169.02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165,609,833.25 31,950.55

塔山煤矿采购工程

服务减少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5,545,535.97 719.68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554.03

大同同煤集团矿铁建筑安装公司 工程服务 857,649.99 312.84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118.51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75,518,077.04 25,913.48

塔山煤矿采购工程

服务增加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30,088,258.21 2,685.00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72.6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3,658,451.35 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费 43,782,182.19 2,733.87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6,373,524.30 831.69

大同煤矿集团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费 5,643,526.15 657.65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9,430,169.39 14.40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50,063,090.11 3,983.02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变电站维护运营

费

39.44

大同地方铁路公司 运输服务费 2,309,470.58 167.54

大同煤矿集团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费 254,361,565.02 20,891.13 塔山煤矿电费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费 6,353,186.91 1,196.20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费 980,471.69 193.69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救护警卫消

防绿化费

1,800,000.00 180.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瓦斯抽放泵站运

行费

384.09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仓储费 768,911.83 79.9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维护费 27,112,079.25 2,389.05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监理 1,423,301.94 29.17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咨询服务 12.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退休管理费 460,000.00 46.00

大同煤矿集团云州嘉美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会务费 1.8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报费 775.86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238,051.72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费 2,465,348.3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216,636.04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技术服务费 1,584,905.62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57,897.18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采购 268,077.6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大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7,573,825.56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4,470,085.45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612,128.36

大同煤矿集团云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443,384.75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452,929.79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2,347,938.57

大同市云冈区同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费 19,417.48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服务费 1,886,792.52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南郊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283,676.67

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979,999.99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 采购材料 301,930.44

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处置服务 125,275.86

山西朔煤七环工业信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375,956.9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939,014.86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9,126,213.59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发生额（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 运输劳务 99,880,863.38 8,894.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活性炭 42,138,578.37 2,720.00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活性炭 852,650.60 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14,019,388.27 2,700.00

煤炭经销部煤炭贸

易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91,023,201.95 18,700.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大同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91,850,379.85 1,200.00

煤炭经销部煤炭贸

易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煤碳运销总公司朔州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76,707,150.90 2,600.00

煤炭经销部煤炭贸

易增加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05,870,716.52 18,400.00

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99,877,302.64 24,400.00

塔山煤矿销售量增

加

同煤大唐塔山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724,718,348.69 71,820.00

山西漳电大唐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3,815,012.86 2,000.00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77.00

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3,676,906.35 1,713.60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13.76

大同煤矿集团地煤东周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0.49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1,128,593.04 38.96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161,270.25 15.59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333,342.78 17.54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698,370.71 49.36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526,224.16 20.97

同煤宏丰天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17.70

其他关联方 转供水暖电 3,664,530.70 420.63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65,849.04 83.93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10.26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13.60

大同煤矿集团雁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96,825.26 2.98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7,253.52 187.96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1,062,782.20 351.00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161.95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劳务 23,651,302.61 322.64

忻州窑矿提供劳务

增加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租赁费 264.63

秦皇岛市新同煤炭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1,424,435.25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忻州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68,063,716.06

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09,410,634.06 色连煤矿销售增加

大同煤矿集团云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26,708,389.78

煤炭经销部煤炭贸

易增加

上海同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76,547,800.16

煤炭经销部煤炭贸

易增加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630,277.00 色连煤矿销售增加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运输费 3,235,752.93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619,168.8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废品 176,347.54

3、受托管理/承包及委托管理/出包

（1）受托管理/承包

委托方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型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3

2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公司 股权 943,396.23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

限公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 10

（2）劳务出包情况

出包方名称 承包方名称 出包资产类型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元）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

司

大同煤矿集团大地选煤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选煤厂 322,391,664.00 30,000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

司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生活污水处理分公司

污水处理厂 4,520,000.00 452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

司

大同煤矿集团雁崖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三盘区运营维护 300,000,000.00 30,000

4、租赁

（1）出租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1,016,969.04 2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054,085.28 300

（2）承租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8年预计金额（万元）

同煤集团 本公司 房屋 10,949,082.66 1,208

同煤集团 本公司 土地 2,226,384.94 246

同煤集团 塔山煤矿 土地 21,994,175.00 2,438

同煤集团 铁路分公司 土地 14,501,774.51 1,600

同煤集团 本公司 设备款 1,615,468.44 160

5、本公司职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小区管理等职工福利相关之服务由同煤集团

承担，由于同煤集团下属医院尚未移交给当地政府，本公司职工未参加社会统筹医疗保险，

相关义务也暂由同煤集团承担。 根据《综合服务协议》，职工福利按每年本公司实发工资

*2.6%计算、 基本医疗保险按实发工资*6.5%计算，2018年共支付4,094.23万元，2018年预

计金额6,000万元。

6、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568,546.93万

元，本公司之子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余额为72,000.00万元。活期存款账户存款利率同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2018年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订立《人民币单

位协定存款合同》，约定按季对协定存款账户结息，协定存款账户基本存款额度为8亿元，

协定存款账户中基本存款额度以内的存款按结息日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基本存款额度

的存款按1.61%年利率计算。 本年公司从财务公司协定存款账户收取的存款利息2,396.14

万元，年末应从财务公司协定存款账户收取的存款利息1,678.88万元。

（三）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发生额（元）

2019年预计发生额

（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通风钻孔服务费 7,058,303.77 706.00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安全运行费用 1,438,741.42 144.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67,068,047.41 6,707.00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采购材料

大同煤矿集团钢丝绳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400,931.53 140.00

大同煤矿集团锅炉辅机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813,406.30 81.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盛成美工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518,645.85 152.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材料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27,669,544.17 2,767.00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53,871.78 15.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5,160,125.38 516.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18,358,093.56 1,836.00

大同同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4,669,008.55 467.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822,153.65 182.00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采购设备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设备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力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96,581.20 20.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约翰芬雷洗选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3,647,863.25 365.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117,950,690.15 11,795.00

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10,479,750.13 11,048.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1,724.14 1.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25,487,758.64 2,549.00

阳煤忻州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316,239.32 32.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687,672.42 69.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

公司

维修服务 1,113,793.11 111.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力泰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37,941,880.62 3,794.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260,305.11 26.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7,413,664.47

大同同煤集团矿铁建筑安装公司 维修服务 4,155,967.08 416.00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维修服务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工程服务 3,614,767.90 361.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165,609,833.25 16,561.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5,545,535.97 2,555.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大同同煤集团矿铁建筑安装公司 工程服务 857,649.99 86.00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275,518,077.04 27,552.00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30,088,258.21 3,009.00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3,658,451.35 366.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费 43,782,182.19 4,378.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6,373,524.30 637.00

大同煤矿集团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费 5,643,526.15 564.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9,430,169.39 943.00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劳务费 50,063,090.11 5,006.00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变电站维护运营费

大同地方铁路公司 运输服务费 2,309,470.58 231.00

大同煤矿集团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电费 254,361,565.02 25,436.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费 6,353,186.91 635.00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费 980,471.69 98.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救护警卫消防绿化费 1,800,000.00 180.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瓦斯抽放泵站运行费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仓储费 768,911.83 77.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维护费 27,112,079.25 2,711.00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监理 1,423,301.94 142.00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咨询服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退休管理费 460,000.00 46.00

大同煤矿集团云州嘉美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会务费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报费 775.86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修服务 238,051.72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运营费 2,465,348.30 247.00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1,216,636.04 122.00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技术服务费 1,584,905.62 158.00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服务 257,897.18 26.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采购 268,077.60 27.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大机械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 7,573,825.56 757.00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4,470,085.45 447.00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612,128.36 61.00

大同煤矿集团云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材料 443,384.75 44.00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设备 452,929.79 45.00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费 2,347,938.57 235.00

大同市云冈区同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费 19,417.48 2.00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服务费 1,886,792.52 189.00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南郊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0,283,676.67 1,028.00

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979,999.99 198.00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 采购材料 301,930.44 30.00

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处置服务 125,275.86

山西朔煤七环工业信息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1,375,956.90 138.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2,939,014.86 294.00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服务 9,126,213.59 913.00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发生额（元）

2019年预计发生额

（万元）

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 运输劳务 99,880,863.38 9,988.00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活性炭 42,138,578.37 4,214.00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活性炭 852,650.60 85.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14,019,388.27 30,837.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91,023,201.95 18,758.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大同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91,850,379.85 9,020.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碳运销总公司朔州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76,707,150.90 17,353.00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05,870,716.52 20,217.00

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99,877,302.64 39,268.00

同煤大唐塔山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724,718,348.69 71,167.00

山西漳电大唐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3,815,012.86 1,357.00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23,676,906.35 2,325.00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大同煤矿集团地煤东周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1,128,593.04 113.00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161,270.25 16.00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333,342.78 33.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多孔砖 698,370.71 70.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526,224.16 53.00

同煤宏丰天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销售多孔砖

其他关联方 转供水暖电 3,664,530.70 366.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65,849.04 57.00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大同煤矿集团雁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96,825.26 10.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57,253.52 6.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配件 1,062,782.20 106.00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租赁费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劳务 23,651,302.61 2,365.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租赁费

秦皇岛市新同煤炭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1,424,435.25 1,122.00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忻州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68,063,716.06 6,684.00

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09,410,634.06 10,744.00

大同煤矿集团云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126,708,389.78 12,443.00

上海同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76,547,800.16 7,517.00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产品 3,630,277.00 356.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运输费 3,235,752.93 324.00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运输费 619,168.80 62.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废品 176,347.54 18.00

3、受托管理/承包及委托管理/出包

（1）受托管理/承包

委托方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型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3 94.0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股权 943,396.23 94.00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

限公司

本公司 资产 94,339.62 9.00

（2）劳务出包情况

出包方名称 承包方名称 出包资产类型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塔山煤矿 大地公司 选煤厂 322,391,664.00 32,239.00

塔山煤矿 同煤集团 污水处理厂 4,520,000.00 452.00

塔山煤矿 雁崖煤业 雁崖扩区开采 300,000,000.00 30,000.00

塔山煤矿 白洞矿业 塔山矿白洞井 0.00 29,672

塔山煤矿 白洞矿业

塔山矿白洞井煤炭洗选加

工

0.00 3,900

新增塔山煤矿与白洞矿业关联交易说明：塔山公司为开采塔山矿白洞井井田资源（塔

山井田石炭系北部边缘资源），该部分资源与白洞矿业公司接壤。 为降低成本、实现效益最

大化，在确保资产所有权不变、主体责任不变的原则下，塔山公司拟利用白洞矿业公司已形

成的生产系统，开采塔山井田石炭系北部边缘资源，开采范围约8.27平方公里。 据此，塔山

公司拟租赁白洞矿业公司现有煤炭开采设备、设施，将塔山矿白洞井日常运营维护承包给

白洞矿业公司，白洞矿业公司为塔山白洞井生产煤炭进行洗选加工服务。 原煤开采和洗选

后的煤炭销售工作由塔山公司负责。

4、租赁

（1）出租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元）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1,016,969.04 102.00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054,085.28 205.00

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设备、设施 0.00 2,728

（2）承租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8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2019年预计金额（万元）

同煤集团 本公司 房屋 10,949,082.66 1,095.00

同煤集团 本公司 土地 2,226,384.94 223.00

同煤集团 塔山煤矿 土地 21,994,175.00 2,199.00

同煤集团 铁路分公司 土地 14,501,774.51 1,450.00

同煤集团 本公司 综机设备 1,615,468.44 162.00

5、公司职工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小区管理等职工福利相关之服务由同煤集团承

担，由于同煤集团下属医院尚未移交给当地政府，本公司职工未参加社会统筹医疗保险，相

关义务也暂由同煤集团承担。职工福利按每年本公司实发工资*2.6%计算、基本医疗保险按

实发工资*6.5%计算，2018年共支付4,094.23万元，预计2019年需支付4,000.00万元。

二、 关联方及关联方介绍

1、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

名称

企业类

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

质

注册资本(元)

母公司对本

企业的持股

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表决权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大同煤

矿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其他有

限责任

公司

山西省

大同市

郭金刚

煤炭生

产及销

售

17,034,641,600.00 57.46 57.46

91140000602161

688N

2、 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全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同煤大唐塔

山煤矿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大同市南郊

区杨家窑村

马占元

煤炭生产及

销售

2,072,540,000.00 72.00 91140000764654266N

金宇高岭土

化工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 法 人 独

资）

大同市南郊

区塔山工业

园区

池冰

建材生产及

销售

263,157,800.00 100.00 911402006666371714

大同煤矿同

塔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控

股)

大同市南郊

区塔山工业

园区

曹东升

建材生产及

销售

90,000,000.00 86.67 91140211680215178E

内蒙古同煤

鄂尔多斯矿

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

市东胜区达

拉特南路102

号

刘杰 矿业投资 1,200,000,000.00 51.00 91150602676937960W

大同煤业金

鼎活性炭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

资）

大同市南郊

区泉落路南

石兴堂 煤化工 354,000,000.00 100.00 9114020005625697X0

3、 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的关系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宏远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朔州矿业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大同、朔州、忻州）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云冈制气焦化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秦皇岛同煤大友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宏宇诚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同煤大唐塔山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同煤广发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同煤国电同忻煤矿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同煤宏丰天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煤日报社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菲利普斯采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宏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供电实业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机电实业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大地选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电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钢丝绳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宏瑞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宏盛成美工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宏泰矿山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大机械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科工安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力泰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吉液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中北机械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马道头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能源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同地鑫泰建井工程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雁崖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云州嘉美会展商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聚进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同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同煤集团矿铁建筑安装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中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市云冈区同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南郊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云霄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上海同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内蒙古同煤朔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锅炉辅机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天晟电气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约翰芬雷洗选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机电装备同力采掘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兴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省太原固体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地煤东周窑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秦皇岛市新同煤炭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挖金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大斗沟煤业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西山煤电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漳电大唐热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漳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煤矿集团白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漳电大唐塔山发电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大同地方铁路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国营东华机械厂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防爆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光远工贸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和晋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蓝焰煤层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煤矿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省物产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忻州云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阳煤忻州通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省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合成材料厂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朔煤七环工业信息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山西大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国投公司控制

三、定价政策及依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见公司与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综合服务协议》以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签署的具体业务协议。

1、对于购买同煤集团服务，公司按综合服务协议计算出的费用及在协议有关附表中所

列明的收费方法把有关款项支付给同煤集团。

2、对于购买公司服务，同煤集团按综合服务计算出的费用及在协议有关附表中所列

明的收费方法把有关款项支付给公司。

3、对供应有关服务的价格应按照综合服务协议附表所规定的定价标准确定，该定价

标准每年应尽可能地在每一会计年度之前予以计算和估计。 如有需要就任何事项作出修

改，双方应签订补充协议。

4、若任何根据综合服务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国家定价确定，该国家定价是指

由中国中央政府、省政府、或其他监管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该等服务而定下的价

格。如果在任何时候，国家定价生效并适用于某种服务，双方同意该种服务的供应价格应按

国家定价确定。

5、 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况下，有关的收费应以市场价为收费标准。若任何根据综合服

务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格确定，该市场价应在考虑了下列标准

后确定：

(1) �一方以前向另一方提供该类服务时所收取的价格；

(2) 在大同市或大同市附近地区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若提供该类

服务的第三方不止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数)；

(3) 在中国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若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不止

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数)。

6、 若没有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格时，有关的收费按双方同意的协议价格。协议价格按照

一方供应该服务的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

7、服务费用应以综合服务协议所列结算方式为原则进行结算支付，如提供或接受具体

服务需要，双方也可参照供应有关服务的一般业务惯例进行结算支付。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是基于市场公平的原则，以协议、合同形式进行的，有利于公司业务开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对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在签

署有关协议时，双方遵循公平市场价格的原则，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了保护；不会

对同煤集团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

2019-03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宏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自2018年2月5日开市起停

牌。

公司已与交易方签署了框架协议，鉴于尚需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的方案和细节进行进一步协商和论证，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尚

未最终确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还需要一定时间，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1日开市起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4）。

二、复牌后重大资产重组主要进展情况

公司已在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披露了标的公司持有美国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LLC(以下简称“MiVIP” )80%的股权，一方面由于MiVIP不是上市公司，会计基础较为薄弱，美国BDO会计所对其进行整

理的时间较长，同时MiVIP处行业存在特殊性，主营业务收入绝大部分由保险公司支付，审计机构还需要与美国各保险公司对MiVIP

收入进行进一步沟通确认；另一方面美国的法律体系与国内不同，以及美国不同的州法律亦存在差异，导致法律尽调时间较长，故本次

收购期限长，跨度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进行中，处于前期尽职调查和审计阶段，同时交易各方正就交易方案进行论证与协

商，尚未达成最终交易方案，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2、鉴于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最终方案尚未确定，且交易对手方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协议约定的交易排他期已满，本次交

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前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编号：临2019-013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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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4月30日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A股股票简称为“*ST华源” 、A股代码仍为600726，B股股票简称为“*ST华电B” 、B股代码仍

为900937，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公司股票将于 2019年4月29日停牌1天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

A股股票简称由“华电能源”变更为“*ST华源” ；

B股股票简称由“华电B股”变更为“*ST华电B” ；

（二）A、B股股票代码仍为“600726” 、“900937” ；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4月30日。

二、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由于公司 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2.4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9年4月29日停牌1天，4月30日起实施风险警示，实

施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2019年公司为争取撤销风险警示，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全面抓好提质增效，扭亏为盈工作。

一是着力落实扭亏责任。 研究制定扭亏为盈工作方案，明确扭亏措施，建立责任压力传导机制。 二是着力开展电量

优化。 全力争取优先发电权电量计划以及发电侧节能降耗政策奖励电量，认真做好大用户及跨省区外送市场交易工作。

三是着力开展煤炭优化。 巩固现有长协煤订货渠道，大力拓展新煤源，通过西煤东运、北煤东运、引入俄煤、加大低质煤

掺烧力度等措施，努力保量控价。 四是着力开展成本优化，深化全面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各项成本费用，优化融资结构，

择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融资品种，有效降低财务费用。五是着力开展资产优化。抓紧推进非经营性房产、低效

无效资产和参股股权处置工作，确保按计划完成。

2、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确保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

一是积极推进发展模式转变。 切实转变追求规模和过度依赖举债投资的增量发展观念，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存量

资产的内涵式提升上，下大气力向存量运营要效益。 二是积极推进热电联产，拓展集中供热市场，促进供热产业高质量

发展。 三是积极推进清洁高效能源稳步发展。

3、全面强化基础管理，确保管理效能有效提升

一是强化对标管理，将对标管理关键要素指标纳入公司绩效考核体系。 二是强化精益管理，提高运行经济性。 三是

强化标准化建设，确保组织的管理结构与核心流程协调一致。 四是强化信息化建设，切实提高管理效率。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继续为负值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暂停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人：李西金 战莹

（二）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街209号

（三）咨询电话：0451-58681766� � 0451-58681872

（四）传真：0451-58681800

（五）电子信箱：hdenergy@hdenergy.com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编号：临2019-014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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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 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由于公司

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在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相关公告详见 2019�年4月27日《关于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临 2019-013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于 2019年4月29日停牌1天，并于2019年4月30日起复牌交易及实施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87� � � �证券简称：金洲慈航 公告编号：2019-27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高管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童

朝方先生、总工程师刘开才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童朝方先生和刘开才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童朝方先生和刘开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童朝方和刘开才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两位高管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两位高管为公司所作

出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21� � � � � � � �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19-42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完成可交换公司债券发

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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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京山京源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科技” ）通知：京源科技以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 ）已经成功发行。 具体情况如下：

1.债券简称：“19京源E1” ，债券代码：“117132” ；

2.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发行期限为三年，初始换股价格为14.16元/股。

3.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实际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4亿元，换股期为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满6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摘牌日前一个交易日止，即自2019年10月26

日至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摘牌日前一个交易日止。如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公司将密切关注京源科技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后续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2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19-053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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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已于2019年4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能进一步了解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和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19年5月8日（星

期三）下午 15：00-17：00在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举行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http://t.10jqka.com.

cn/newcircle/activity/liveShow/?sid=54983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正乾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贺贵兵

先生，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余辉先生，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保荐代表人武鑫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1718� � �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09

债券代码：122425� � � �债券简称：15际华01

债券代码：122426� � � �债券简称：15际华02

债券代码：122358� � � �债券简称：15际华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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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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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26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

15,681,975.51元（未经审计）。 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助名目 补助金额 发放时间 类别

1 2018年12月份出疆服装和家纺运费补贴 898,000.00 2019/1/18 与收益相关

2 优惠政策扶持资金 8,856,100.00 2019/1/24 与收益相关

3 河北省工业设计中心奖励 1,000,000.00 2019/2/1 与收益相关

4 研发投入奖补 775,120.00 2019/2/2 与收益相关

5 税收返还 946,600.00 2019/3/1 与收益相关

6 单笔4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汇总（共29笔） 3,206,155.51 2019/1/3—2019/4/24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5,681,975.5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以上各项补助均已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