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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资质有效期到期后申请的程序和条件及不能通过复审的风险情况和对发行人的影响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所拥有的相关资质证书有效期到期后申请的程序和条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证书 相关法规 续期/复审程序和要求

是否存在

不能通过

复审的风

险

备注

1

安全生产

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

期的， 企业应当于期满前3个月向

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

办理延期手续。企业在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内，严格遵守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

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延期3年

否 -

2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为5年。有效期届满，企业需要继续

生产的，应当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期满6个月前向企业所在地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延续申

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应当依照本

办法规定的程序对企业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准予延续，但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不变

否 -

3

辐射安全

许可证

《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条例》

辐射安全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

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持证单位

应当于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

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原发

证机关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

起，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完成审

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延续；不符合

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

理由

否 -

4

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

《危险化学品登

记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为3年。

登记证有效期满后，登记企业继续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进口的，

应当在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

提出复核换证申请，并按下列程序

办理复核换证：（一） 通过登记系

统填写危险化学品复核换证申请

表；（二） 登记办公室审查登记企

业的复核换证申请， 符合条件的，

通过登记系统告知登记企业提交

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登记材料；

不符合条件的，通过登记系统告知

登记企业并说明理由；（三） 按照

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程序办理复核

换证手续

否 -

5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许可办法》

第二类、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满后需继续生产、经营

的， 应当在备案证明有效期满前3

个月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否 -

6

危险废物

经营

许可证

《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

法》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继续从事危险

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当于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

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换证申请。

原发证机关应当自受理换证申请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符

合条件的，予以换证；不符合条件

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否 -

7

采矿许可

证

《矿产资源开采

登记管理办法》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采

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

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否 -

8

排污许可

证

《排污许可管理

办法（试行）》

排污单位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排

污许可证的有效期的，应当在排污

许可证届满三十个工作日前向原

核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申请延续

排污许可证的， 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一） 延续排污许可证申请；

（二）由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承诺

书；（三） 与延续排污许可事项有

关的其他材料；核发环保部门应当

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延

续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延

续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

出延续或者不予延续许可决定；作

出延续许可决定的，向排污单位发

放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的排污许

可证， 收回原排污许可证正本，同

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上公告

否 -

9

取水许可

证

《取水许可管理

办法》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向原取水审批

机关提出延续取水申请时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一） 延续取水申请

书；（二） 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和

取水许可证。取水审批机关应当对

原批准的取水量、 实际取水量、节

水水平和退水水质状况以及取水

单位或者个人所在行业的平均用

水水平、当地水资源供需状况等进

行全面评估，在取水许可证届满前

决定是否批准延续。 批准延续的，

应当核发新的取水许可证；不批准

延续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否 -

10

电力业务

许可证

《电力业务许可

证管理规定》

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的，被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30日前向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提出申请。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应

当在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

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延续并补

办相应手续

否 -

11

移动式压

力容器充

装许可证

《移动式压力容

器充装许可规

则》

充装许可证有效期为4年。 充装单

位到期需要继续从事充装工作时，

应当在有效期满6个月前向发证机

关提出换证申请

否 -

12

气瓶充装

许可证

《气瓶充装许可

规则》

气瓶充装许可证有效期为4年。气

瓶充装单位需要继续从事气瓶充

装活动，应当在气瓶充装许可证有

效期满6个月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换证申请， 按照本章规定程序，符

合规定要求的换发新证。对于能够

按照规定办理气瓶使用登记并且

年度监督检查均合格的气瓶充装

单位，经发证机关同意可以直接换

发新证

否 -

13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管

理规定》

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期限为2

年。被许可人需要延续注册登记许

可有效期的，应当办理注册登记许

可延续手续。报关企业办理注册登

记许可延续手续，应当在有效期届

满40日前向海关提出申请。报关企

业应当在办理注册登记许可延续

的同时办理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手续

否 -

14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办

法》

一 否

无有

效期

限制

15

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

案表

《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企业管

理办法》

一 否

无有

效期

限制

综上，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上述资质有效期到期后，在相

关法律法规对该等资质的续期/复审程序和要求不变的情况下，不存在不能通过复审的风险。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公司同业竞争情况

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中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1、水泥

陕煤集团旗下除了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北元水泥外， 从事水泥生产的企业主要为陕西生态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生态水泥成立于2011年3月21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主要从事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生态水泥2019年水泥产能500万吨，产量403万吨。

（1）发行人从事水泥业务的背景

发行人主要从事聚氯乙烯、烧碱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产品包括聚氯乙烯、烧碱等。发行人

生产PVC、烧碱和自备电厂发电会产生大量的废渣，若处置需要较高的处置费用，但相关废渣里含

有大量的氧化钙，为水泥生产的主要原料。为了减少废渣的处置费用，同时对废渣进行再利用不但

可以节能环保而且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发行人配套建立了北元水泥来利用化工和电厂产生的

废渣生产水泥。因此，北元水泥是发行人生产PVC和烧碱、电厂的配套项目，是循环经济一体化应用

的配套产物及附属产品。

报告期内， 发行人水泥产品的销售收入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61%、5.11%和5.16%，

占比较低，净利润占比均不超过10%，非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①对电石渣进行废物利用，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

2016年9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年）的通知》（工信部规[2016]318号）（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在绿色发展专栏明

确提出：“循环经济 推进磷石膏、氟石膏、造气炉渣、电石渣、碱渣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鼓励利用

焦炉气、电石炉气、黄磷尾气等生产化学品。”

发行人深化PVC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利用电石渣生产水泥，符合通知中提出的发展循环经

济，推进磷石膏、氟石膏、造气炉 渣、电石渣、碱渣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政策方向。

②对电石渣进行废物利用是氯碱行业的普遍现象

同行业从事PVC、烧碱生产与销售的企业，普遍存在利用电石渣进行水泥或其他产品生产的循

环经济模式，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主要氯碱产品 电石渣利用情况

新疆天业 600075 电石、PVC和片碱等 生产电石渣水泥

通威股份 600438

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永祥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PVC和烧

碱等产品

生产电石渣水泥

鸿达兴业 002002

PVC、 电石、 烧碱、 纯碱以及

PVC制品等

生产电石渣水泥、利用

电石渣生产土壤调理

剂

安徽华塑 A20033.SH PVC、烧碱等氯碱产品 生产电石渣水泥

（2）北元水泥与生态水泥不构成同行竞争的说明

①水泥产品是发行人循环经济一体化应用的配套产物，非主营产品

发行人生产PVC、烧碱和自备电厂发电会产生大量的废渣，若处置需要较高的处置费用，但相

关废渣里含有大量的氧化钙，为水泥生产的主要原料。为了减少废渣的处置费用，同时对废渣进行

再利用不但可以节能环保而且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发行人配套建立了北元水泥来利用化工和

电厂产生的废渣生产水泥。因此，北元水泥是发行人生产PVC和烧碱、电厂的配套项目，是循环经济

一体化应用的配套产物及附属产品，非发行人的主营产品。对电石渣进行废物利用，符合国家的政

策要求，也是氯碱行业的普遍现象。

②销售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水泥产品由于具有运输量大、运费占售价比重高、产品保质期较短等特点，在销售范围上存在

一定的地域限制。一般水泥通过公路运输的半径为200公里-300公里。生态水泥的主要生产基地集

中在西安及周边县市，距离发行人600公里左右，其主要客户也均在西安及周边区域，而北元水泥的

客户主要在榆林市及周边区域，双方在销售区域上不存在重合的情形，报告期内也不存在相同的客

户。

此外，为有效避免生态水泥与北元水泥未来可能形成的竞争，发行人与陕煤集团签署《委托代

理销售协议》，由陕煤集团委托发行人代理销售生态水泥生产的水泥产品，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内容：发行人独家代理生态水泥及下属企业的水泥销售；

协议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协议有效期届满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并履行

各自内部决策程序后可续展（陕煤集团于2020年6月1日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相关《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到期后，在北元化工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同意续签的情况下，陕

煤集团将配合续签协议并确保生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继续严格履行协议）；

委托费用：以0.5元/吨的标准按实际代理销售数量向发行人及/或下属企业支付委托费用。

陕西省国资委对上述协议及承诺均已出具确认函予以确认。

综上，生态水泥与北元水泥在销售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③采购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石灰石：水泥企业的主要原材料为石灰石（或其他可以提取氧化钙的材料），生态水泥等一般

水泥生产企业通常通过采购石灰石来获得氧化钙， 而北元水泥主要通过公司一体化循环经济产生

的电石废渣获得氧化钙，北元水泥在氧化钙方面可以完全自给。报告期内北元水泥与生态水泥石灰

石采购供应商不重合，不存在竞争关系。

原煤：水泥企业的另一种占比较高的原材料为原煤，原煤在水泥生产上主要用作燃料。陕西省

及周边省份均为产煤大省， 原煤供应量充足。 报告期内北元水泥的原煤供应商主要为神华集团

【注：北元水泥2017年通过陕煤运销集团与神华集团进行煤炭采购结算的情况下，即实际供应商是

神华集团，非陕煤运销集团】，生态水泥原煤的供应商主要为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铜川分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陵分公司、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绥德

县宏远商贸有限公司、榆林市凯鑫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和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等。北元

水泥与生态水泥在原煤供应商方面不存在重合的情形，不存在竞争关系。

综上，发行人与生态水泥虽然都生产水泥制品，但水泥制品为发行人循环经济一体化应用的附

属产品，非主营业务产品且收入占比很低。此外，在销售方面，由于水泥制品的特殊性，其销售半径

存在限制，而发行人与生态水泥距离较远，理论上不存在销售区域重合的可能性，实际上也不存在

重合的水泥客户，且陕煤集团已将生态水泥的销售委托给发行人。采购方面，发行人在主要原材料

氧化钙上完全自给，在原煤采购上，陕西省及周边省份均为产煤大省，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发行

人与生态水泥虽然都生产水泥，但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2、聚氯乙烯

发行人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控制的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从事聚乙烯、 聚丙烯生产

的煤化工企业。塑料为高分子材料的一种，1907年，由比利时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发明塑料以

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塑料以其优良的性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塑料材料种类繁多，消耗量最大的五种是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

（PS）和丙烯腈-苯乙烯-丁二烯（ABS）。

2019年，中国塑料材料的消耗量约1.2万吨，市场规模1万亿元，塑料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巨大。与

铜、铁、铝等都属于金属材料类大宗商品类似， PVC、PE和PP都属于塑料材料类大宗商品，因其具有

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且在价格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被分别应用于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不同领

域，且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中都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发行人PVC产品与蒲城清洁能源的PE、PP产品，在行业、工艺及终端应用、原材料采购等方面也

均存在明显差异，具体为：

（1）细分行业及生产工艺不同

①细分行业不同

发行人属于盐化工行业：根据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2年3月29日发布的《陕西省盐化

工产业发展规划》，盐化工是指“利用盐或盐卤资源，生产纯碱、烧碱、盐酸等相关化工产品以及进

一步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的化学工业” 。国家发改委于2012年3月25日发布的《关于印发陕甘宁革命

老区振兴规划的通知》强调，适度发展制盐及盐化工产业，重点发展离子膜（固、液态）烧碱、优质

重质纯碱、聚氯乙烯等产品。发行人的PVC产品主要生产原料为原盐、电石，属于以盐水为原料通过

电解等过程生成氯化氢气体和烧碱，以电石与水反应生产乙炔，氯化氢与乙炔反应、聚合生成PVC，

因此发行人属于盐化工行业。

蒲城清洁能源属于现代煤化工行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于2017年3月22日联合发布的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发改产业[2017]553号），现代煤化工是指以煤为原料，采用

先进技术和加工手段生产替代石化产品和清洁燃料的产业。蒲城清洁能源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属

于以煤为原料，采用煤炭气化经甲醇脱水缩合等工艺，通过化学加工生成PE和PP，因此蒲城清洁能

源属于现代煤化工行业。

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前述《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及陕西

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均将盐化工与现代煤化工作为不同行业

予以区分。

②生产工艺不同

①发行人通过电石制乙炔经氢氯化法进行PVC生产

PVC（-(CH2-CHCl)n-）以盐水为原料通过电解等过程生成氯化氢气体和烧碱，以电石（以石

灰石与煤为原料）与水反应生产乙炔，氯化氢与乙炔反应、聚合生成聚氯乙烯，具体生产工艺流程

图如下：

②蒲城清洁能源采用煤炭气化经甲醇脱水缩合法生产PP、PE

PP（-[CH2CH(CH3)]n-）和PE（-[CH2CH2]n-）的生产主要以煤为原料，直接将煤通过气化

变换为甲醇，通过甲醇转化烯烃分离、净化、聚和生成聚乙烯和聚丙烯，具体工艺流程图如下：

由上述工艺流程可以看出，PVC与PP、PE在生产工艺上不存在相同的环节。此外，PVC与PP、PE

在主要生产设备上也不存在重合情形，两者在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上不存在通用的可能。

（2）PVC、PP和PE产品性质不同从而使得其在终端领域方面不存在替代性

由于PVC、PP和PE在分子结构、机械性能、耐候性能及环保安全性能等性质上的差异，以及价格

上的差距，使得其在主要终端应用领域上明显不同。

PVC、PP和PE的性质对比及在主要终端应用领域上的差异情况如下：

名称

性质

主要应用领

域

常见制品

2019年

平均价

格（含

税、元/

吨）

形态 优点 缺点

聚氯乙烯

（PVC）

本色为微

黄色半透

明状，有光

泽

机械强度及电绝

缘性良好； 耐潮

湿、耐老化、难燃

长 期 使 用

温 度 不 宜

超过 55℃ ，

受 热 易 释

放 有 毒 气

体氯化氢

管材/管件、

型材/门窗、

地板、 墙板

等

下水管、 塑料

门窗 、PVC地

板、鞋底、人造

革等

6,720

聚乙烯

（PE）

无毒、无味

的白色粉

末或颗粒

韧性好，耐寒，能

耐大多数酸碱的

侵蚀

力 学 性 能

一般；耐热

性不高

薄膜制品、

注塑制品、

中空制品、

拉丝等

农用地膜、大

棚膜、手提袋、

油桶、 饮料瓶

(钙奶瓶)等

8,050

聚丙烯

（PP）

无 色 、 无

臭、 无毒、

半透明固

体物质

耐高温， 耐热温

度可达120℃；力

学性能优异

耐寒性差；

易受光、热

和 氧 的 作

用而老化；

着 色 性 不

好；易燃烧

拉丝、 均聚

注塑制品、

共聚注塑制

品、 纤维制

品等领域

编织袋、 无纺

布 、BOPP 薄

膜、CPP薄膜、

人造草坪、汽

车及家电塑料

配件等

8,700

（3）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的具体产品型号在实际终端用途上不存在替代性

PVC产品型号从SG-1至SG-8在物理性能上逐渐变硬， 发行人的PVC型号主要集中在SG-5和

SG-8（SG-5和SG-8主要用于型材、管材等硬质材料的生产），而主要用于生产薄膜的型号SG-3生

产较少，其销售收入仅占发行人PVC销售收入的10%左右。蒲城清洁能源的PE、PE产品用途主要集

中在地膜、缠绕膜、编织袋及渔网等方面。

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PVC、PP和PE产品的主要牌号及终端用途情况如下：

企业 产品 牌号 主要用途 终端产品

北元化工 PVC

SG3

电绝缘材料、 薄膜、软

管、人造革表面膜等软

制品

汽车及冰箱密封条、电缆绝缘层、

地板膜、电子电器外包装、饮料瓶

外包装等

SG5型

管材、型材、异型材等

硬纸品，以及电线料等

软制品

穿线管、排水管、型材门窗、凉鞋、

拖鞋等

SG7 片材 医药包装

SG8 管件、板材、发泡板等

三通（塑料连接口）、弯头、地板、

广告板、墙板、卫浴板等

蒲城清洁

能源

PE

DFDA-7042 农膜、地膜 地膜、缠绕膜

DMDA-8007

板条箱、容器、箱柜、垃

圾箱

瓶盖、周转筐、垃圾箱

DGDA-6094 渔网 渔网、丝绳

PP

HP550J 编织袋 编织袋、塑料日用品等

HP500N 包装、桶、装货箱

护罩、容器、外壳、玩具、家电部

件、装货箱等

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的在终端应用上可能存在重合的主要为薄膜领域。 但PVC整体在薄膜

领域应用较少，2019年我国PVC的终端应用领域里，薄膜占比仅10%左右（数据来源卓创咨询），薄

膜非PVC的主要应用领域。从实际应用上看，PP和PE薄膜主要应用于食品包装、农用薄膜、手提袋和

缠绕膜等，PVC薄膜主要应用于雨衣雨伞、地板膜、桌布、电子电器外包装膜等对环保要求相对较低

的领域，两者在终端应用上差异明显。因此，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在可用于生产薄膜的产品上，几

乎不存在相互替代、竞争的可能。

综上，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在具体产品上不具有可替代性，不存在竞争关系。

（4）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在终端客户方面不存在重合情形

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在直接客户方面虽存在重合的情形， 但重合的直接客户浙江明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塑化产品的经销业务，是中国最大的塑化分销服务商之一，属于中间贸

易商，本身不从事PVC、PP和PE相关下游塑料产品的生产。

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对中间贸易商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主要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蒲城清洁能源 北元化工

主要销售产品 聚乙烯、聚丙烯 聚氯乙烯

2019年

金额 71,567.89 108,119.98

占比 12.48% 10.76%

2018年

金额 59,104.04 109,528.89

占比 10.76% 11.41%

2017年

金额 36,212.45 109,167.14

占比 6.90% 11.43%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虽然存在共同的直接客户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但该公司主要从事塑化产品的经销业务，属于中间贸易商，并不实际从事终端产品的生产，且发行

人与蒲城清洁能源通过该公司实现最终销售的主要终端客户不存在重合的情形。

此外，通过对比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的直销客户、其他经销商的主要终端客户，未发现终端

客户存在重合的情形。

（5）PVC、PP和PE均为大宗商品，生产厂商定价能力较弱

PVC、PP和PE均为大宗商品，其现货价格主要受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结果影响，企业大

多采取随行就市的定价原则，在产品定价能力方面较弱。因此，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在产品定价

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6）PVC与PP、PE产品在价格走势上没有替代品的特性

经济学对产品间替代关系的定义为两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来满足同一种欲望， 在价格表现上

两种替代商品之间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2017年至今，PVC与PP、PE产品的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单位：含税、元/吨

由上图可以看出，2017年至今PP、PE产品价格成明显的下降趋势，而PVC产品价格却比较稳定，

呈小幅上升趋势，PVC与PP、PE的价格不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价格走势上不符合替代品的特性。

（7）采购方面不存在竞争

煤炭是煤化工企业的直接及主要原料，蒲城清洁能源PP、PE生产上对煤炭的需求，主要是采购

长焰煤（原煤的一种）用于直接气化，煤炭是其唯一直接原料。发行人PVC生产的直接及主要原料

是电石和原盐，其中电石主要通过外购满足，同时为保证电石供应的稳定性，会采购一定量的块煤

用于自备电石厂的电石生产。两者在直接原料方面不存在重合，而涉及对煤炭的使用方式、使用阶

段及煤型需求方面也完全不同。此外，陕西省及周边省份均为产煤大省，煤炭供应量充足，发行人与

蒲城清洁能源在原料采购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

综上，PVC和PP、PE在细分行业及工艺流程上明显不同， 在产品性质及终端用途上面存在明显

差异。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的PVC和PP、PE产品牌号在具体终端用途上明显不同，不存在互相替

代的可能性，在产品需求上不存在竞争关系，在终端客户方面也不存在重合的情形。PVC和PP、PE均

为大宗商品，厂商自主定价能力较弱，在产品定价方面不存在竞争关系。此外，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

源PVC和PP、PE生产涉及的直接原材料不重合，发行人采购的块煤在使用方式、使用阶段及具体煤

型需求上与蒲城清洁能源对煤炭的使用也明显不同，且陕西省及周边省份均为产煤大省，双方在采

购方面也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不存在同业竞争。

（8）行业协会管理及证明

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企业均依据不同的行业划分组成不同的行业协会进行自律管理， 由于发

行人的PVC与蒲城清洁能源的PE、PP属于不同行业及不同产品，相应发行人与蒲城清洁能源分别加

入不同的行业协会进行自律管理。其中发行人属于盐化工行业而加入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蒲城清洁

能源属于现代煤化工行业而加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下属煤化工专业委员会。

中国氯碱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已分别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发行人属于盐化工

行业，蒲城清洁能源属于现代煤化工行业，发行人生产的PVC与蒲城清洁能源生产的PP和PE在生产

工艺及用途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不具有竞争关系， 两类产品在用途上也不具有直接的相互替代

性，不存在同业竞争。

3、电石

报告期内，陕煤集团旗下从事电石生产与销售的企业主要为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和陕西陕北乾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仅经营范围中涉及电石的生

产与销售，但未实际从事电石的生产与销售。

北元化工下属子公司锦源化工拥有50万吨/年的电石产能，主要为发行人110万吨/年聚氯乙烯

生产线提供原料保障，其产能远不能满足公司PVC和烧碱生产所需。自2017年起，锦源化工的电石

对外销售很少，主要供内部生产使用，公司在销售方面与陕煤集团下属其他电石生产企业不存在竞

争关系。

此外，电石生产企业的主要原料为块煤、石灰石和兰炭等，均为大宗商品，在榆林地区供应充

足，公司在采购方面与陕煤集团下属其他电石生产企业不存在竞争关系。

综上，公司与陕煤集团、恒源投资下属其他电石生产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孙俊良和恒源投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业务方面

不具有替代性、竞争性、不存在利益冲突。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孙俊良和恒源投

资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4、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二级、三级企业

（1）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陕煤集团直接控制的其他二级单位实际从事业务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实际从事的业务 业务板块

与发行人

是否存在

相似业务

1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2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3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4 陕煤集团铜川矿务局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5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6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7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8 陕西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煤炭板块 否

9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南矿业有限

公司

其他煤炭采选 煤炭板块 否

1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谷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电力、煤炭的生产与销售 电力板块 否

11 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推广DMTO化工工

业化成套技术

科技板块 否

12 西安开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未实际经营 金融板块 否

13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经纪交易服务 金融板块 否

1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服务 金融板块 否

15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矿山机械制造 重工装备 否

16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钢压延加工 钢铁板块 否

17 陕西煤业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后勤管理服务 现代服务 否

18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建筑安装业 建筑施工 否

19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陆地天然气开采 煤炭板块 否

20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无实体经营 建筑施工

其子公司

从事水泥

的生产与

销售

21 西安开米绿色科技有限公司 洗涤剂制造 其他板块 否

22 宝鸡华海工贸有限公司 成品油销售、自备车租赁 其他板块 否

23 大唐信阳华豫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4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5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6 大唐略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7 长安石门发电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8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9 陕西尔林滩矿业有限公司 未实际经营 煤炭板块 否

30 青海陕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未实际经营

投资与管

理

否

31 海南德璟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其他板块 否

32 襄阳港务发展有限公司 集装箱中转与配送服务 现代服务 否

33 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电力板块 否

34

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热力生产和供应 煤炭板块 否

35 长安电力华中发电有限公司 其他电力生产 电力板块 否

36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煤炭板块 否

37 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加工和综合利

用

煤炭板块 否

38 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未实际经营 化工板块 否

39 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及总

包

化工板块 否

40 华清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化工品、有色金属贸易 其他板块 否

41 西安善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从事私募股权投资 金融板块 否

42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新疆有限责任

公司

矿业项目投资及管理 其他板块 否

43 陕西长安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生产与经营 电力板块 否

44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铁路货物运输 铁路物流 否

45

陕西煤化新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建筑材料及原材料的生

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46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无实际经营 重工装备 否

47 陕西开源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金融板块 否

48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尚在基建期，建成后主要

从事乙二醇的生产与销

售

化工板块 否

49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陕煤集团内部物资采购

平台

现代服务 否

50 陕西煤炭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生产及矿区工程施

工

煤炭板块 否

51

陕西煤化工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

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

科技板块 否

52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开发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

科技板块 否

53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南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投资与管

理

否

54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

科技板块 否

55 融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投资与管

理

否

56

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农业项目开发与建设 扶贫 否

57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渭南市运销

有限公司

煤炭生产及副产品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8 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运输与电子商务 物流板块 否

59 西安思创凯莱酒店有限公司 住宿 其他板块 否

（2）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陕煤集团间接控制的其他三级单位实际从事业务的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实际从事的业务 业务板块

与发行人

是否存在

相似业务

1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采煤机、 掘进机生产与

销售

重工装备 否

2 西安重装铜川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液压支架及维修 重工装备 否

3 西安重装蒲白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 重工装备 否

4 西安重装渭南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橡胶制品生产 重工装备 否

5 西安重装矿山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矿灯、 仪表的生产与销

售

重工装备 否

6 陕西中环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管件头的生产与销售 重工装备 否

7

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数字化矿山系统开发与

应用；光伏发电

重工装备 否

8 西安重装配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煤炭相关服务、 仓储配

送、设备租赁、修理业务

重工装备 否

9 北京德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锅炉技术开发 （建设

期）

重工装备 否

10 陕西三捷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无实际经营 重工装备 否

11 陕西建设钢构有限公司 金属钢结构产品的销售 重工装备 否

12 西安重装建设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产品售后、 租赁服

务

重工装备 否

13 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塔机的生产与销售 重工装备 否

14 路机联盟（北京）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摊铺机、压路机、洒步车

的生产与销售

重工装备 否

15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摊铺机、压路机、洒步车

的生产与销售

重工装备 否

16 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生产（停产） 重工装备 否

17 西安煤化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现代服务 否

18 渭南煤化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社区管理与服务；

房屋、路面、管道修缮、

环卫、绿化、保洁、家政

服务；酒店管理 ,餐饮服

务；房屋、写字楼、设备

及场地租赁

现代服务 否

19 陕西榆彬煤化实业有限公司

保安、保洁、餐饮服务，

绿化、维修、幼教等

现代服务 否

20 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绿茶、 红茶的分装与销

售；农副产品的销售；食

用菌干制品分装销售；

含硒饮料、 富硒系列产

品、矿泉水生产；家用电

器的销售与网上销售

现代服务 否

21 汉中黎坪景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景区开发、管理、运营 现代服务 否

22 陕西木王森林公园有限责任公司 景区开发、管理、运营 现代服务 否

23 陕西煤化锦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现代服务 否

24 陕煤化渭南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未实际经营 现代服务 否

25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煤炭平台交易、 煤炭贸

易、技术产品、第三方支

付服务

现代服务 否

26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仓储业务 现代服务 否[注1]

27

陕西煤业化工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

煤炭石油钢材的销售 现代服务 否

28 天津秦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煤炭的销售 现代服务 否

29 重庆秦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钢材销售 现代服务 否

30 陕西建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监理， 其余均未实

际经营

现代服务 否

31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 其余均未实

际经营

现代服务 否

32 陕西秦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造价 现代服务 否

33 大连秦滨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油的销售 现代服务 否

34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榆通有限公

司

内部物资供应 现代服务 否

35

青岛秦鲁海联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石油销售（已经停产，计

划注销）

现代服务 否

36 上海秦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化工品、有色金属贸易 物资板块 否

37 青海中地矿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矿产品开采 （未实际经

营）

投资与管

理

否

38 陕西靖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建设运营 铁路物流 否

39 陕西冯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神瓦铁路冯红段的建设 铁路物流 否

40 陕西西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集运站建设、 经营

及管理

铁路物流 否

41 陕西榆横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榆横铁路项目筹建 铁路物流 否

42 陕西神大物流有限公司 煤炭转运站筹建 铁路板块 否

43 安徽开米绿色科技有限公司 洗涤剂的生产 其他板块 否

44 陕西德璟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其他板块 否

45 陕西煤化健强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其他板块 否

46

海南德璟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房地产开发 其他板块 否

47 海南欣龙丰裕实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其他板块 否

48 新疆长安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煤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项目前期）

其他板块 否

49 陕西煤化汉中新材料有限公司 砂石的生产与销售 其他板块 否

50 陕西煤化韩城新材料有限公司 砂石的生产与销售 其他板块 否

51 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生产、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2

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

水煤浆的制备、 运输和

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3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注2]

54 陕西铜川华建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PE型材的加工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5 陕西欣塑建材有限公司 PE型材的加工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6 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7 陕西长安电力蒲白配售电有限公司 电力购买、销售 煤炭板块 否

58 陕西蒲白欧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脱硝催化剂的生产，施

工及环保设施的承运业

务

煤炭板块 否

59 陕西澄合煤化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煤炭板块 否

60 陕西权家河煤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61 陕西长安电力澄合配售电有限公司 电力购买、销售 煤炭板块 否

62 陕西陕煤澄合多种经营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 煤炭板块 否

63 陕西澄合合阳煤炭开发有限公司 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64 陕西陕煤澄合机电有限公司

煤矿专用设备及配件的

制造

煤炭板块 否

65 渭南澄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刊、报刊印刷，广告印

刷

煤炭板块 否

66 陕西澄合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矿山工程施工 煤炭板块 否

67

陕西澄合百良旭升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

煤炭开采 煤炭板块 否

68 陕西澄城董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自产煤销售 煤炭板块 否

69 陕煤重庆储运有限公司

煤炭批发及销售； 煤炭

加工、储存

煤炭板块 否

70 陕西澄合山阳煤矿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及销售 煤炭板块 否

71 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煤矿机械的加工、 生产

与维修

煤炭板块 否

72 西安重装韩城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和销售 煤炭板块 否

73 韩城能源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洗煤厂、 光伏发电项目

筹建

煤炭板块 否

74 韩城多能互补配售电有限公司 供电服务 煤炭板块 否

75

陕西韩城矿业王峰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煤矿的筹建 煤炭板块 否

76 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开采、销售 煤炭板块 否

77 陕西龙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安装 煤炭板块 否

78 黄陵矿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农业种植与销售 （注销

中）

煤炭板块 否

79 黄陵鑫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机械用品的加工与

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0 陕西瑞能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1

黄陵矿业工程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

司

工程质量检测 煤炭板块 否

82 陕西双龙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的开采、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3 黄陵矿业煤矸石发电有限公司

发电供热 ,煤灰（渣）的

综合开发、销售；电力营

销

煤炭板块 否

84 陕西大佛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旅游 煤炭板块 否

85 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生产、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6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生产、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7 陕西涌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的生产、销售 煤炭板块 否

88 神南矿业煤炭科技孵化有限公司 煤炭科技转化 煤炭板块 否

89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设备维修、技能培训 煤炭板块 否

90 陕西新泰能源有限公司

发电业务及销售、 煤层

气抽采及销售

煤炭板块 否

91 陕西春林河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服务 煤炭板块 否

92

陕西韩城天久注浆勘探有限责任公

司

煤层气项目钻探 煤炭板块 否

93 江苏省陕煤化能源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煤炭板块 否

94 陕西煤化咸阳新型热能有限公司 热力的供应 煤炭板块 否

95 陕西煤化沣京新型热能有限公司 热力的供应（基建期） 煤炭板块 否

96 陕西煤化三原新型热能有限公司 热力的供应（基建期） 煤炭板块 否

97 陕西煤化高邑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LNG的销售 煤炭板块 否

98 西安陕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发电、分布式光热 煤炭板块 否

99 宁夏鑫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供热 煤炭板块 否

103 陕西煤化仙桃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供热 煤炭板块 否

104

天津长安盛世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锅炉改造 煤炭板块 否

105 陕西煤化联惠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洁净煤的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06 日照同力洁净能源有限公司 洁净煤的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07

陕西煤化新能中泰节能环保有限公

司

锅炉脱硫脱硝， 环保治

理

煤炭板块 否

108 陕西慧能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大数据平台 煤炭板块 否

109 玉门陕煤新型能源有限公司

烧烤炭的生产 （基建

期）

煤炭板块 否

110 陕西煤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洁净煤的生产 （注销

中）

煤炭板块 否

111 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的开采； 煤炭的洗

选加工、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12 陕西红柠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运营 煤炭板块 否

113 陕西铜川鸭口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看护，盘活业务（已

关停）

煤炭板块 否

114 铜川博瑞矿山电器有限公司 矿用电器的生产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15 铜川源盛物资有限公司

无实际经营业务， 计划

注销

煤炭板块 否

116

陕西子午岭康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种植养殖 煤炭板块 否

117

陕西王石凹煤矿工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旅游开发管理 （建设

中）

煤炭板块 否

118 陕西铜川徐家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看护，盘活业务（已

关停）

煤炭板块 否

119 西安恒丰钛金有限公司 计划注销，已经停产 煤炭板块 否

120 铜川欣盛煤机制造有限公司 矿山设备的生产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21 铜川枫桦工贸有限公司 支护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22 西安铜霖现代建材有限公司 计划注销，无业务 煤炭板块 否

123 西安川普实业有限公司 局内工程施工 煤炭板块 否

124

陕西铜川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计划注销，壳公司 煤炭板块 否

125 韩城金都绿诚实业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煤炭板块 否

126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机关多种经营有

限公司

矿用设备的供应、修理，

基础建设

煤炭板块 否

127 陕西江能澄合西卓煤矿有限公司 煤矿的筹建 煤炭板块 否

128

包头市陕北韩家湾煤矿运销有限公

司

煤炭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29 陕西彬长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材料检测 煤炭板块 否

130 陕西建鸿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 （一直未开

业）

煤炭板块 否

131 陕西苍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生产 煤炭板块 否

132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陕煤集团内部集中采购 煤炭板块 否

133 陕西陕煤彬长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生产与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34 陕煤化集团府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煤炭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35 榆林蒲白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及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36 陕西彬长孟村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及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37 陕西彬长小庄矿业有限公司 煤炭开采及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38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煤炭的营销 煤炭板块 否

139 西安尚和置业有限公司 未实际经营 金融板块 否

140 长安期货有限公司

商品期货经纪； 金融期

货经纪

金融板块 否

141 深圳开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商品期货经纪； 金融期

货经纪

金融板块 否

142 开源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 金融板块 否

143 珠海格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 金融板块 否

144

西安拓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基金管理 金融板块 否

145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矿建、房建、安装、市政 建筑施工 否

146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建筑、安装、筑路 建筑施工 否

147 陕西煤化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各类机电工程 建筑施工 否

148 陕西大秦能源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建筑施工 否

149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南地产有限公

司

市政建设； 房地产开发

经营

建筑施工 否

150 陕西绿宇明光景观装饰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 装饰装修工

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工程

建筑施工 否

151 陕西煤化建设物资开发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 办公用品及

设施的销售

建筑施工 否

152 陕西煤化建设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和矿山工程设

计

建筑施工 否

153 韩城衡瑞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建设工程材料检测 建筑施工 否

154 陕西榆林陕煤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建筑施工 否

15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铜川川耀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管理养护 建筑施工 否

156 陕西智慧泊车管理有限公司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设计

施工

建筑施工 否

157 陕西奥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建筑施工 否

158 陕西智引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通讯、 大数据平台

建设与运营

电子通讯 否

159 黄陵生态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的生产与销售 建筑施工

水泥的生

产与销售

160 陕西生态水泥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煤

炭、机和械设备及配件

建筑施工 否

161 陕西富平生态水泥有限公司 水泥的生产与销售 建筑施工

水泥的生

产与销售

162 汉中汉钢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矿渣粉生产、销售 建筑施工 否

163 蒲城中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白灰的生产与销售 建筑施工 否

164 陕西铜川华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破产 建筑施工 否

165 陕西绿宇明光景观装饰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装饰装修 建筑施工 否

166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67

阿根廷火地岛电力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代表处

发电（停产） 化工板块 否

168 中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海外发电 化工板块 否

169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聚乙烯、 聚丙烯的生产

及销售

化工板块

PP、PE的

生产与销

售

170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合成氨、 尿素、 磷酸二

铵、 磷酸一铵的生产和

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1 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尿素、 甲醇的生产与销

售

化工板块 否

172 内蒙古建丰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开采， 煤焦油生产

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3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焦炭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4 陕西联合能源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咨询、防腐工程、工

程管理咨询等

化工板块 否

175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工产业

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

战略管控

化工板块 否

176 富平中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砂石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7 泾阳中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砂石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8 乾县中昊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砂石的生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79 陕西陕北乾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电力、兰炭、煤焦油的生

产与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80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榆高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尚在基建期 化工板块 否

181 陕西煤业化工贸易物流有限公司 有色金属的销售 化工板块 否

182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的生产与销售 钢铁板块 否

183 陕钢集团汉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的生产与销售 钢铁板块 否

184 陕西龙门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加工， 铁矿开采及

贸易，餐饮酒店，废旧物

资回收处理， 建筑工程

设计、技术咨询；建筑安

装；设备制造；机电维修

等

钢铁板块 否

185 陕钢集团韩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钢材产品的销售和运输 钢铁板块 否

186 清涧北国枣业有限责任公司

红枣收购、储存、深加工

和销售、 农副产品商贸

物流、 农产品深加工技

术研发推广

扶贫 否

187 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农产品销售 扶贫 否

188 陕西合力团干部教育有限公司

党建培训、 干部教育培

训、红色教育文化、党性

教育专题培训； 旅行社

服务；疗休养服务

扶贫 否

189 榆林合力团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土地复垦，环境治理 扶贫 否

190 陕西合力品源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农产品销售 扶贫 否

191 大唐融合（米脂）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呼叫客服 扶贫 否

192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电石生产及

销售

电力板块

电石的生

产及销售

193 陕西长安电力榆林配售电有限公司 电力的销售与输送 电力板块 否

194

长安电力（陕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能、风能、储能、分

布式能源、发电、电能输

送与分配等

电力板块 否

195 洛阳双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 电力板块 否

196 长安湖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光伏、风电开发建设 电力板块 否

197 洛阳热电厂资源开发利用公司 粉煤灰的处置与销售 电力板块 否

198 洛阳热电厂电力检修实业公司

电厂日常维护 （已无资

质，壳公司）

电力板块 否

199 陕西天源瓦斯发电有限公司 瓦斯发电 电力板块 否

200 安诺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保险经纪 金融板块 否

102 陕西煤化选煤技术有限公司 煤炭的洗选和加工 煤炭板块 否

100 烟台百弘粉煤有限公司

煤制品制造、销售；石油

焦制品制造销售

煤炭板块 否

101

河南淮源热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电力、热力、生产销售 煤炭板块 否

注1：2017年至2020年2月，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曾作为北元化工的PVC经销商从事PVC

的经销业务（2019年，公司对其销售额仅为19.42万元），目前其已停止相关业务，并承诺其及其子公

司未来不会从事PVC销售业务

注2：2019年至2020年2月，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曾作为北元化工的PVC经销商从事PVC

的经销业务（2019年，公司对其PVC销售额6,687.84万元），目前其已停止相关业务，并承诺其及其子

公司未来不会从事PVC销售业务

5、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陕煤集团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作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元化工” ）的控股股东，截至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北元化

工相竞争的业务。本公司承诺在作为北元化工控股股东期间：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会通过投资于

其它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从事或参与和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 对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其现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

围，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尚未对此进行生产、经营的，只要本公司仍然是北元化

工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构成竞

争的该等新业务。

3、凡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可能会与北元化工

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会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北元化工或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向其他业务与北元化工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主营业务相同、类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

户信息等商业机密。

5、 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在陕西北元集团水泥有限公司周边400

公里范围内生产或销售水泥。同时，为进一步避免本公司控制的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与北元化工及其下属企业可能在水泥业务方面的潜在竞争， 本公司将确保生

态水泥及其下属企业严格按照本公司与北元化工签署的《委托代理销售协议》的约定，将生态水泥

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的水泥独家委托给北元化工销售。相关《委托代理销售协议》到期后，在北元化

工履行相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同意续签的情况下， 本公司将配合续签前述协议并确保生态水泥及

其下属企业继续严格履行协议。

6、北元化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后且本公司依照所适用的上市规则被认定为北元

化工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将不会变更、解除本承诺。

7、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公司将承担北元化工、北元化工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

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9年度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的比

例

2018年度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的比

例

2017年度

金额

占当期

营业收

入的比

例

受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一控制的企业

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

限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61.85 0.02% 65.69 0.007% 110.27 0.0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五洲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10 0.0001% 2.81 0.0003% 0.70 0.000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

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煤焦

油

市场价格 9,154.82 0.91% 10,307.31 1.07% 7,435.64 0.78%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榆林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686.50 0.07% 929.91 0.1% 1,678.64 0.18%

陕西铜川煤矿建设有限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77.02 0.02% 3.62 0.0004% 6.84 0.0007%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 - 34.73 0.004%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联众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35 0.0001% 0.94 0.0001% 8.89 0.0009%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神府掘进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 - - - 26.75 0.003%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销售电石

渣

市场价格 - - - - 0.18 0.00002%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销售PVC 市场价格 19.42 0.002% 182.19 0.02% 324.02 0.03%

陕西欣塑建材有限公司 销售PVC 市场价格 36.41 0.004% 380.69 0.04% 745.56 0.08%

陕西煤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63.25 0.006% 268.55 0.03% 216.37 0.02%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

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白灰 市场价格 - - 491.76 0.05% 2.72 0.0003%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韩城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 - 1.03 0.0001% 4.68 0.000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路桥分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244.53 0.12% 179.49 0.02%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

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液

碱，盐酸

市场价格 13.30 0.001% 300.43 0.03% 2.00 0.0002%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

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液氯

等

市场价格 18.03 0.002% 25.99 0.003% - -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司 销售PVC 市场价格 6,687.84 0.67% - - - -

陕西黄陵煤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液碱 市场价格 6.68 0.0007% - - - -

陕西煤业物资榆通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03 0.0001% - - - -

陕西陕焦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液碱 市场价格 49.29 0.005% - -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化

工产业有限公司供销分公司

销售焦粉 市场价格 77.78 0.008% - - - -

小计 18,400.19 1.83% 13,175.14 1.37% 10,563.25 1.11%

受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的企业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赵家梁煤

矿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100.04 0.01% 16.38 0.002% 11.14 0.001%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

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 - - - 125.89 0.01%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发电有限

公司

销售烧

碱、盐酸

及水泥等

市场价格 26.06 0.003% 16.85 0.002% 6.82 0.0007%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电

有限公司

销售盐

酸、次氯

酸钠等

市场价格 12.58 0.001% 15.18 0.002% 11.94 0.001%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有

限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244.09 0.02% 104.28 0.01% 322.17 0.03%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

公司

销售水

泥、白灰

市场价格 0.51 0.0001% 183.47 0.02% - -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焦化有限

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2.01 0.0002% 1.54 0.0002% - -

小计 385.28 0.04% 337.71 0.04% 477.95 0.05%

陕西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

公司

销售烧

碱、盐酸

等

市场价格 9.55 0.001% 14.71 0.002% - -

陕西省神木银丰陶瓷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水泥 市场价格 - - - - 62.57 0.007%

神木市恒东发电有限公司

销售液碱

等

市场价格 14.61 0.001% 10.28 0.001% - -

神木市锦龙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熟料 市场价格 1,076.43 0.11% 808.78 0.08% 987.57 0.1%

合计 19,886.07 1.98% 14,346.61 1.49% 12,091.34 1.27%

公司上述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为按照市场价格确定。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占当年营业收入

比重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主要为向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销售煤焦油。煤焦油为公司电石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元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中温煤焦油轻质化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和工业化推

广的新型煤化工企业，与公司同处神木市锦界工业园区内，距离较近，发行人向其销售煤焦油具有

合理性和必要性。

（2）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①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的具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

序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采购金额

采购金额

占营业成

本的比例

采购金额

采购金

额占营

业成本

的比例

采购金额

采购金

额占营

业成本

的比例

受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一控制的企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天

元化工有限公司

购 买 兰

炭、 助剂

等材料

市场价格 2,336.17 0.35% 18.82 0.003% 30.66 0.005%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电石

等材料

市场价格 2,871.26 0.43% - - 26,083.81 4.38%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

化发展有限公司

购 买 电

石、 粉煤

灰等材料

市场价格 40,801.77 6.16% 52,446.43 8.63% 66,562.51 11.18%

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

限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销

售分公司）

购买原煤

等原料

市场价格 21,794.32 3.29% 18,355.23 3.02% 78,339.35 13.16%

陕西新元洁能有限公司

购买电石

等材料

市场价格 34,596.03 5.22% 33,838.42 5.57% 29,699.36 4.99%

陕西陕煤铜川矿业有限公

司

购 买 轴

承、钢材、

电缆等材

料

市场价格 780.91 0.12% 1,706.80 0.28% 212.41 0.04%

陕西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煤炭交易

会员费

市场价格 - - - - 3.40 0.0006%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咸阳分公司

工程建设

款

市场价格 - - 401.96 0.07% 522.35 0.09%

陕西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建设

款

市场价格 562.12 0.08% 201.00 0.03% - -

陕西秦源招标有限责任公

司

工程审核

费

市场价格 - - 2.24 0.0004% 0.40 0.0001%

陕西秦源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工程审核

费

市场价格 41.11 0.006% 82.67 0.01% 58.89 0.01%

西安重装智慧矿山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信息系统

服务费

市场价格 5.66 0.0009% 5.66 0.0009% 10.48 0.002%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轮迪

物流有限公司

PVC运费 市场价格 705.16 0.11% 547.10 0.09% 270.23 0.05%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

维修费 市场价格 - - - - 17.33 0.003%

神木泰和煤化工有限公司 购买白灰 市场价格 140.08 0.02% - - - -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 （集

团）有限公司市场运营分

公司

技改工程

款

市场价格 - - 41.83 0.007% 92.32 0.02%

陕西煤化物资储运有限公

司

仓储费 市场价格 19.32 0.003% 18.48 0.003% 6.43 0.001%

西安煤矿机械专用设备有

限公司

工程款 市场价格 534.06 0.08% - - - -

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工程款 市场价格 28.30 0.004% - - - -

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修费 市场价格 32.26 0.005% - - - -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煤

化工产业有限公司供销分

公司

采购电石 市场价格 8,305.36 1.25% - - - -

小计 113,553.90 17.14% 107,666.65 17.71% 201,909.92 33.92%

受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一控制的企业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赵家梁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购 买 煤 、

电石等材

料

市场价格 - - - - 120.27 0.02%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

限公司

采 购 电

石、 白灰

等

市场价格 65.07 0.01% - - 35,072.55 5.89%

陕西亚华煤电集团锦界热

电有限公司

采 购 蒸

汽、 煤等

材料

市场价格 1,138.14 0.17% 1,196.65 0.2% 1,270.48 0.21%

神府经济开发区海湾煤矿

有限公司

采购煤 市场价格 - - - - 232.16 0.04%

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 采购电石 市场价格 24,968.87 3.77% 55,676.78 9.16% 16,913.55 2.84%

小计 26,172.08 3.95% 56,873.42 9.35% 53,609.01 9.01%

陕西广通运输发展有限公

司

运费 市场价格 2,173.19 0.33% 2,525.03 0.42% 3,653.72 0.61%

公司上述关联采购的定价原则为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采购的原材料为电石和煤。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公

司向关联方的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43.54%、27.48%和21.41%。

②关联采购必要性与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采购的原材料为电石和煤（含原煤和块煤），为发行人生产所

需的主要原材料。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度，电石和煤（含原煤和块煤）的关联采购金额占关

联交易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97.70%、95.95%和93.97%。

电石关联采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考虑到运输费用问题，发行人在采购电石时优先向店塔区域

的电石供应商采购，其次向府谷区域的电石供应商采购，再次向内蒙、宁夏等区域的电石供应商采

购。其中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木电化发展有限公司、陕

西恒源煤电集团电化有限公司、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的电石产地位于店塔区域，陕西新元洁能

有限公司位于府谷区域。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进行电石采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原煤关联采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原煤采购主要是向陕煤运销集团榆林

销售有限公司进行采购。2012年9月， 陕煤集团与神华销售集团双方针对发行人用煤事宜达成原煤

置换战略协议，即神华销售集团锦界煤矿的原煤直接通过输煤皮带供给发行人，陕煤集团将其在陕

北地区所属煤矿的部分原煤置换销售给神华销售集团，以此实现双方就近供销、互利共赢的目标。

因涉及置换事宜，双方当时购销业务由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子公司负责协调

处理，因此形成了公司对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分公司的关联采购。为了规范关联交易，2017年11月，公司终止了上述置换交易，直接与神华销

售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减少了相关关联采购。

块煤采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的块煤主要通过陕西煤炭交易中

心（实际由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负责结算）进行竞价采购。陕西煤炭交易中心由陕煤集

团控制，为陕煤集团下属煤炭公司的集中销售平台，是陕西境内主要的煤炭交易平台。公司通过陕

西煤炭交易中心进行竞价采购块煤，为正常的业务需求，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③2018年、2019年关联采购下降的原因

发行人2018年关联采购金额相比2017年降低92,107.55万元，主要是一方面减少了对陕煤运销集

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的关联原煤采购，另一方

面减少了对关联方的电石采购。

发行人2018年对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

司采购额相比2017年减少59,984.12万元，主要是因为：2012年9月，陕煤集团与神华销售集团双方针

对发行人用煤事宜达成原煤置换战略协议， 即神华销售集团锦界煤矿的原煤直接通过输煤皮带供

给发行人，陕煤集团将其在陕北地区所属煤矿的部分原煤置换销售给神华销售集团，以此实现双方

就近供销、互利共赢的目标。因涉及置换事宜，双方当时购销业务由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或其子公司负责协调处理，因此形成了公司对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陕西省煤炭

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的关联采购。为了规范关联交易，2017年11月，公司终止了上

述置换交易，直接与神华销售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使得公司向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有限公司、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分公司的关联采购大幅减少。

此外，2018年发行人对关联方的电石采购金额减少了32,351.92万元， 主要是发行人为了保证电

石长期、稳定地供应，进一步拓展了电石供应商的范围，同时加强了与原有实力较强、抗风险能力较

高的供应商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600277） 的合作力度，2018年对其的电石采购额增加了26,

267.40万元。

发行人2019年关联采购金额相比2018年下降25,165.94万元，主要是因为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

有限公司（其子公司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负责其生产电石的对外销售）在2019年发生生产事

故，停工时间较长，电石产量大幅减少，发行人对神木市鑫广电化有限公司的关联电石采购金额相

应减少。

综上， 发行人2018年关联采购的大幅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对神华销售集团有限公司原煤采购交

易的还原，减少了关联原煤采购金额，另一方面是因为拓展了电石供应商的范围，同时加强了与非

关联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600277）的合作力度，减少了关联电石采购金额。发行人2019年关

联采购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关联方电石厂发生生产事故，产量大幅减少。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关

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3）关联方存款等金融服务

（下转A1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