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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兖矿集团 李希勇 776,920

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号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及运营；投资

咨询等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

祝庆瑞 540,000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芹河镇榆横煤化

学工业园北区

化工产品、油品的研发；中质石蜡、轻质

石蜡、稳定轻烃、柴油、石脑油、液化石油

气、硫磺的生产销售等。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

司

姚秀通 182,407

金阳南路6号世纪金

源商务中心3号楼

煤炭运销；煤炭技术开发服务；机械、电

气设备租赁、维修；工矿配件生产销售；

道路运输（普通货物运输）；以及相关配

套物流经营。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

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郭宝贵 10,000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港

兴三路北段济南药

谷1号楼A座17层

煤气化及煤化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工设备、

仪表及配件研制、开发、评价及销售；化

工工程咨询及施工技术服务；计算机软

件开发、维护与培训服务；计算机、办公

设备及配件、耗材及网络设备、电子产

品、仪表销售；电器维修、技术服务；水煤

浆添加剂、水处理剂、化工催化剂生产及

销售；气化烧嘴生产及销售（以上范围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

司

王伟 290,000

山东省邹城市东滩

路1029号

矿山配套工程施工、机电设备销售、物质

仓储、餐饮、住宿、商务会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等。

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董正庆 4,620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芹河镇郑滩村榆

横煤化学工业园北

区

费托合成催化剂、石蜡、硝酸钠、硅酸钾

生产及销售。

中垠新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李辉 15,000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新

市区)昆明路158号1

栋7层A座7-1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

服务，物业管理。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吕海鹏 700,000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杨高北路

2001号1幢4部位三

层333室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

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

限公司

靳方余 140,000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

区金鸡滩镇曹家滩

村

甲醇、液氧、液氩、液氮、硫磺的生产销

售；配套煤矿、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煤炭

综合技术开发及服务；建筑安装等。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

公司

季文普 153,335.2568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达拉特旗三

晌梁工业园区

煤制甲醇生产、销售（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1月05日）；

硫磺生产、销售（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1月05日）；液氮、

液氧、液氩生产、销售（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1月05日）；

杂醇油生产、销售。 蒸汽电力供应；灰渣

销售；建材、工矿产品销售；水煤浆技术

开发与应用；对矿业、化工项目的投资；

公用工程、水电供应（工业用水）、污水

处理；水煤浆技术开发与应用；工业氮生

产、销售（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至2021年01月05日）乙二醇、混合

醇生产销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人 关联关系

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人。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系本

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中垠新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垠新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

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款的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属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

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人。

3.财务概况（经审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3,185.48亿元，净资产1,007.35亿元；2019年1

月至12月，营业收入2,854.8亿元，净利润89.45亿元。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履行

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北斗天地截至披露日正在执行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元）

向关联人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兖矿集团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51,758,409.00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5,777,200.00

中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公开招标 17,774,900.00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669,000.00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390,000.00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571,575.00

兖矿榆林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00,000.00

向关联人

购买商

品、接受

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兖矿集团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9,500,000.00

其他关联

交易

中垠新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房产 市场定价 101,081.64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及利

息

参考同期

市场利率

确定利率

21,227,515.12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贷款及利

息

参考同期

市场利率

确定利率

83,233,066.67

兖矿集团

贷款及利

息

参考同期

市场利率

确定利率

51,286,875.00

（二）国拓科技截至披露日正在执行的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元）

向关联人

销售商

品、提供

劳务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水煤

浆添加剂

市场定价

单价991元/吨， 按实际

发生订单金额每月结算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水煤

浆添加剂

市场定价

单价5.8元/吨浆， 按实

际发生订单金额每月结

算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限公司 技术许可 市场定价 5,896,000.00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公司 技术许可 市场定价 9,220,000.00

其他关联

交易

兖矿集团

多喷嘴煤

气化成套

技术市场

推广收入

分成

市场定价

多喷嘴煤气化成套技术

市场推广收入的20%进

行分成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水煤浆添

加剂利润

分成

市场定价

添加剂业务净利润的

50%进行分成， 每年结

算一次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租赁

市场定价 800,000.00

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及利

息

参考同期

市场利率

确定利率

39,741,509.75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依据及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上述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或公开招标方

式确定。 上述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未涉及同业竞争事项。

北斗天地、国拓科技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存款、贷款业务系基于于本次股

权转让前签署相关协议而产生。 在上述存款、贷款业务到期后，北斗天地、国拓科技预计不

会再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新的存款、贷款业务。 如公司后续拟与兖矿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发生新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北斗天地、国拓科技日常经营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

正常所需，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或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付款周期和方式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

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斗天地、国拓科技与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团及兖矿集团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包括公司及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正在执行的交易将转变为

关联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均是北斗天地、国拓科技日常经营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正常所需，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或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付款周期和方

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关联交易披露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同意本次事项。

七、备查文件

独立董事关于北斗天地、国拓科技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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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40,966.50万元。 详见公司2020

年3月28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4）， 以及公司2020年5月20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收购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公司收购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兖矿集团” ） 持有的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 （“北斗天

地” ）53.89%股权， 以及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

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拓科技”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并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等交易文件。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9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关于收购北斗天

地股份有限公司53.8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关于收购山东

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斗天地、国拓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国拓科技和北斗天地2020年度将与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

团及兖矿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权属公司” ，该等权属公司不包括公司及公司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经公司合理测算，预计国拓科技、北斗天地与

兖矿集团及其权属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783.17万元。

兖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兖矿集团及

其权属公司构成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关联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刘波先生、孔令涛先生已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兖矿集团须回避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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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借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相关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国拓科技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和商品、提供劳务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

公司

水煤浆添加剂销

售

市场定价 2,200.00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

水煤浆添加剂销

售

市场定价 600.00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

公司

技术许可销售 市场定价 418.50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

司

销售设备 市场定价 140.00

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设备 市场定价 60.00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

限公司

技术许可销售 市场定价 59.76

其他关联交易

兖矿水煤浆气化及煤

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租赁 市场定价 250.00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

司

采购服务 市场定价 100.00

山东兖矿易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定价 9.00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

司

采购招待服务 市场定价 3.00

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

司

采购招待服务 市场定价 3.00

小计 3,843.26

北斗天地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和商品，提供劳务

兖矿集团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395.74

陕西未来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4,817.70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615.05

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320.79

兖矿新疆能化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50.71

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47.30

山东兖矿易佳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98.49

兖矿贵州能化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89.30

兖矿煤化供销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80.17

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75.47

中垠地产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52.24

邹城双叶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4.78

兖矿海外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6.41

山东兖矿济三电力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4.86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8,670.8

鄂尔多斯市转龙湾煤

炭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423.10

山西和顺天池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37.58

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00.22

山东华聚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99.06

兖州煤业榆林能化有

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88.93

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

化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7.79

乌审旗端信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1.14

兖矿新疆矿业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20.39

兖煤菏泽能化有限公

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9.80

菏泽端信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2.12

内蒙古荣信化工有限

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1.73

山东端信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10.53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和商品，接受劳务

兖矿集团 采购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311.32

小计 18,933.52

合计 22,776,78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北斗天地、国拓科技上一年度未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兖矿集团及其权属公司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关联人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兖矿集团 李希勇 776,920

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号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及运营；投资咨

询等

兖州煤业鄂尔多

斯能化有限公司

张传昌 1,080,000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

新区乌兰木伦街

日兴大厦九楼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煤炭、焦

炭、铁矿石销售；对煤炭、化工企业的投资；

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矿用材料、金属材料、

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的销售；矿用机械设备

的维修与租赁；煤炭开采（仅限分公司经营)

陕西未来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祝庆瑞 540,000

陕西省榆林市榆

阳区芹河镇榆横

煤化学工业园北

区

化工产品、油品的研发；中质石蜡、轻质石

蜡、稳定轻烃、柴油、石脑油、液化石油气、硫

磺的生产销售等

鄂尔多斯市转龙

湾煤炭有限公司

王九红 505,000

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纳林陶亥

镇

煤炭开采、洗选、销售；煤矿机械、设备的生

产、销售、租赁及维修；矿用材料的生产、销

售及租赁；煤矿电气设备及配件的销售、租

赁；煤矿综合科学技术服务；矿井污水处理

及工业用水供应（不含生活用水）；物业管

理服务；物流辅助服务

兖矿鲁南化工有

限公司

刘强 504,069.09

山东省滕州市木

石镇(鲁南高科技

化工园)

开发、生产、销售：乙酸、乙酸乙酯、甲醇、乙

酸丁酯等化工产品；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会

议及展览展示服务等

兖州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

李希勇 491,201.60

邹城市凫山南路

298号

煤炭业务、煤化工业务、机电装备制造业务、

电力及热力业务

山东兖矿轻合金

有限公司

王鹏 368,700

山东省邹城市凫

山南路869号

铝合金、轻合金及相关加工机械、配件、工器

具的生产、销售与进出口业务；相关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

兖矿新疆煤化工

有限公司

姚刚 313,000

新疆乌鲁木齐甘

泉堡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业园区翠

竹路1666号

甲醇、液氨、硫酸、液氧、液氮、液氩、化肥（仅

限尿素、硫酸铵）、煤气、氨水、二氧化碳的生

产、销售；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其他科技推广

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产品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

兖矿新疆能化有

限公司

王绪友 300,000

新疆乌鲁木齐高

新区(新市区)宁泰

巷97号兖矿大厦7

层

项目投资；铝材加工、销售；电气设备制造、

维修及租赁；房地产开发；软件开发；道路普

通货物运输（限分公司使用）；销售：工矿配

件，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

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农畜产品，饲料、肥

料

兖煤菏泽能化有

限公司

李伟清 300,000

菏泽市郓城县赵

楼镇赵楼煤矿

煤炭开采（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销售；第

三产业及巨野煤田开发筹建的前期准备工

作；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生产副产品

销售

兖矿东华建设有

限公司

王伟 290,000

山东省邹城市东

滩路1029号

矿山配套工程施工、机电设备销售、物质仓

储、餐饮、住宿、商务会议、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等

兖矿国宏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陈爱忠 277,319.26

邹城市昌宁路

2888号

液氧、液氮、甲醇等化工产品生产销售，房屋

及机械设备租赁

兖矿贵州能化有

限公司

姚秀通 182,407

金阳南路6号世纪

金源商务中心3号

楼

煤炭运销；煤炭技术开发服务；机械、电气设

备租赁、维修；工矿配件生产销售；道路运输

（普通货物运输）；以及相关配套物流经营

内蒙古荣信化工

有限公司

季文普 153,335.2568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三晌梁工业园

区

煤制甲醇生产、销售；硫磺生产、销售；液氮、

液氧、液氩生产、销售；杂醇油生产、销售项

目筹建

兖州煤业榆林能

化有限公司

靳方余 140,000

陕西省榆林市榆

阳区金鸡滩镇曹

家滩村

甲醇、液氧、液氩、液氮、硫磺的生产销售；配

套煤矿、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煤炭综合技术

开发及服务；建筑安装等

内蒙古昊盛煤业

有限公司

王鹏 118,462.18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伊金霍

洛旗

煤炭开采、洗选、销售；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

销售；煤矿电气设备及配件销售、租赁；煤矿

综合科学技术服务

中垠地产有限公

司

王键 50,000

山东济南市高新

区舜泰广场B5-9

层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中介；

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建筑设备、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工程咨询、工程设计；以自有

资金进行股权年投资

山东兖矿济三电

力有限公司

刘杰 43,000

济宁北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石桥镇

供热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火力

发电

兖矿新疆矿业有

限公司

王绪友 38,333

新疆昌吉州昌吉

市硫磺沟镇(联合

厂社区)

煤炭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 矿山机械

的生产、销售、租赁、维修；电器设备租赁及

配件销售；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建筑材料、

木材、橡胶制品的销售；煤矿综合科学技术

服务；房屋租赁；煤矸石系列建材产品的生

产、销售

山东华聚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李伟 28,858.9774

山东省邹城市宏

河路459号

煤泥、煤矸石火力发电、售电，发电余热综合

利用（以上经营项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

营）。 许可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

验、技术服务；电线电缆生产、销售，电子、机

械设备的销售。 硫酸铵生产、销售；房屋租

赁；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变电设备的检修、

维护、运营；线路安装；油质、水质化验

兖矿煤化供销有

限公司

杨树密 26,000

邹城西外环路

1888号(经济开发

区大学科技工业

园)

粗苯、甲醇、乙醇、煤焦油、醋酸乙酯、乙酸丁

酯、乙酸乙烯酯、二甲基甲酰胺、液氧、液氩、

液氮、甲醚、乙烯、甲醛、醋酸、醋酸酐、硫磺、

正丁醇、苯、苯胺、电石、烧碱、重油、沥青、蒽

油、萘、咔唑、精蒽、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石

脑油、甲基叔丁基醚、环氧丙烷、燃料油、甲

硫醚、氨水、氨、甲酸甲酯、醋酸甲酯、丙烯、

乙腈、甲缩醛、多聚甲醛、甲胺、三甲胺、异丁

醇、环氧乙烷、丙酮、洗油、粗酚、二氧化碳、

碳酸（二）甲酯、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酸、

甲烷批发（无储存）（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化肥零

售；煤炭批发；焦炭、润滑油、化工设备、纺织

原料、化工原料和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铁矿石、镍矿石、仪器仪表、电缆、五金工具、

轴承、阀门管件、建材、劳保用品、金属、橡胶

制品、铜矿石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经营的货物或

技术除外）；仓储服务

山东端信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王兴文 20,000

山东省济宁市邹

城市西外环路

5288号

普货运输；乙烯、甲醚、氨、液氮、液氧、液氩、

二氧化碳、液化石油气（工业）、甲酸甲酯、

碳酸二甲酯、乙酸甲酯、甲醇、乙醇、乙酸乙

烯脂、醋酸乙酯、二甲基甲酰胺、苯（含粗

苯）、甲苯、二甲苯、乙烯苯、石油原油、煤焦

油、石脑油、燃料油、洗油、油漆、多聚甲醛、

萘、碳化钙（电石）、硫酸、盐酸、醋酸、烧碱、

氨水的批发（无储存）（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国际、国内货运代理；危险货物运输

（1类、2类、3类、8类）（仅分支机构经营）；

物流服务；信息配载、仓储服务；货物中转；

土石方工程；自有房屋租赁；工程车辆租赁；

国内船舶货物运输代理；化肥零售；煤炭批

发；焦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钢

材、建材、商品混凝土、金属材料、纺织品、电

线电缆、矿山配件、劳保用品、润滑油、办公

设备、文具用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卫生

洁具、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及

配件的销售；预包装及散装食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兖矿水煤浆气化

及煤化工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郭宝贵 10,000

山东省济南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港兴三路北段

济南药谷1号楼A

座17层

煤气化及煤化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水煤浆添加剂、水处理剂、化工催化剂

生产及销售等

山西和顺天池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冯志刚 9,000

山西省晋中市和

顺县喂马乡古窑

口村

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产品深加工；

生产、销售矿产机械相关产品；测绘服务；工

程测绘；地籍测绘

兖矿海外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房建 5,000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奥纳路

55号1号楼十三层

1315室

从事新能源科技、信息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转

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实

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机电设备、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石油制品（除

成品油）、燃料油（除危险品）、润滑油、贵金

属、矿产品（除专控）、煤炭、化肥、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金银制品、橡胶制品、玻璃制

品、照明灯具、汽车零配件、通讯器材（除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摄影器材、音响

设备及器材、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配件、针纺

织品、日用百货、化妆品、体育用品、办公用

品、家具、玩具、服装、鞋帽、箱包、酒类、食用

农产品（除生猪、牛、羊等家畜产品）的销

售，食品流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山东兖矿易佳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陈功利 1,100

山东省济宁市邹

城市凫山南路678

号

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家用电器、计算机、电

子产品、通讯产品及配件销售；劳保用品、办

公设备零售等

菏泽端信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冉智海 1,000

山东省菏泽市郓

城县南赵楼镇(赵

楼煤矿西邻)

普通货运；国际、国内货运代理；货物配载；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钢材、建材、

电线电缆、矿山配件、劳保用品、润滑油、办

公设备、文具用品、五金交电、陶瓷制品、卫

生洁具、塑料制品、橡胶制品、机械电子设备

及配件销售；煤炭批发零售；停车场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乌审旗端信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孟冉 1,000

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

营盘壕煤矿南侧

物流园区综合楼

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煤炭销售；煤炭装

卸服务；矿区保洁服务；煤炭信息咨询服务；

货运信息咨询服务；停车服务；煤炭分筛；信

息配载、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场内倒运

装卸服务；货物中转服务；工程车辆租赁；电

线电缆、矿山配件、劳保用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钢材、建材、水泥、金属材料、办

公设备、五金交电、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

备、电子设备及配件销售

邹城双叶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

宋国峰 500

邹城市北宿镇南

屯

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建筑防水卷材的生产

销售；工矿配件、非标准件加工销售；托辊、

地滚、H架、槽型架、矿用支护材料的加工销

售；木材的加工销售；。 服装及其它缝纫品

制造；针织品制造；风筒生产和销售；服装干

洗；毛衣编织；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销

售；建筑外窗加工；普通货物装卸；设计、制

作、发布国内各户外广告、印刷品广告；室内

装饰、设计施工；反光喷绘；服装、布匹、日用

百货、日用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保温材

料、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工艺美术品、铝合

金型材、铝合金制品及配件、风筒、标志牌、

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托辊的销售；

机电设备及家用电器的维修；餐饮服务；预

包装食品及初级农产品零售；节能工程项目

管理;矿山工程施工；普通口罩、医用口罩、

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兖矿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的规定，兖矿集团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上表除兖矿集团外的公司均为兖矿集团的权属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三）兖矿集团财务概况（经审计）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3,185.48亿元，净资产1,007.35亿元；2019年1

月至12月，营业收入2,854.8亿元，净利润89.45亿元。

（四）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人为兖矿集团及兖矿集团权属公司，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国拓科技及北斗天地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向关联人销售水煤浆添加剂和技术许

可等产品、向关联人提供技术服务等劳务、向关联人采购技术服务、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租

赁关联方资产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付款周期和

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根据具体交易情况签署相关协议， 或按照实际订单执

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 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

合理的、必要的。

（二）上述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付款周期

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上发表了独立意

见，具体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北斗天地、 国拓科技与关联方的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

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表示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的北斗天地、国拓科技与关联方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发展实际需

要，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山东地矿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议案》，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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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0年5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本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

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6月19日9：15至2020年6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本人出席或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1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

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J3写字楼山东地矿

股份有限公司19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议题

1.00《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2.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关于讨论审议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3.01�交易标的

3.02交易方式与交易对方；

3.03定价依据、交易价格与价款支付；

3.04�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3.05�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3.06�担保事项的处理；

3.07职工安置方案；

3.08�决议的有效期；

4.00《关于讨论审议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5.00《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6.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7.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8.00《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9.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10.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11.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

明的议案》；

12.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说明的议案》；

13.00《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14.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15.00《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

案》；

16.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17.00《关于新增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题已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及《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等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本次议案1-1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2．本次议案1-16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逐项审议《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8

3.01 交易标的 √

3.02 交易方式与交易对方 √

3.03 定价依据、交易价格与价款支付 √

3.04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

3.05 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

3.06 担保事项的处理 √

3.07 职工安置方案 √

3.08 决议的有效期 √

4.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

8.00

《关于讨论审议〈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

10.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

上市的议案》

√

1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

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

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说明的

议案》

√

13.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

1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

15.00 《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

1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

17.00 《关于新增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出席的持受托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上述（1）、（2）项规定的有效

证件的复印件）。

2．登记时间：2020年6月16日—6月18日9：00至17：00。

3．登记地点：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贺业峰；

联系电话：0531-88550409；

传真：0531-88190331；

电子邮箱：stock000409@126.com；

邮政编码：250000。

5．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计半天，与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409” ，投票简称：“地矿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

弃权。

3．本次会议共17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6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1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6月19

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做出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

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3.00 逐项审议《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8

3.01 交易标的 √

3.02 交易方式与交易对方 √

3.03 定价依据、交易价格与价款支付 √

3.04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

3.05 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

3.06 担保事项的处理 √

3.07 职工安置方案 √

3.08 决议的有效期 √

4.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

议案》

√

5.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

7.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

8.00

《关于讨论审议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9.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10.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

11.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

12.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

文件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

13.00 《关于讨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

14.00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

15.00

《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转让协

议〉的议案》

√

16.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宜的议

案》

√

17.00 《关于新增2020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的格内选择一项用"√"明确授意委

托人投票，其他空格内划"－"。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书有效期限：委托日期：20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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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讨论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的规定，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期间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

查，导致本次交易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已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能否

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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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兖矿集团有限公

司（“兖矿集团” ）出售控股子公司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51%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或“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20年5月25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

及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及存在利害关系的董事张宝才先生、尤加强先生、于清先生、刘波

先生、孔令涛先生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兖矿集团需在股东大会上对

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166120002R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 李希勇

注册资本 776,920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1996年3月12日

经营期限 1996年3月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管理及运营；投资咨询等

股权结构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70%

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10%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

（二）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概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3,185.48亿元，净资产1,007.35亿元；2019年1

月至12月，营业收入2,854.8亿元，净利润89.45亿元。

（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兖矿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

的规定，兖矿集团构成公司的关联人。

四、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51%股权。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根据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国众联评报字（2020）第3-0069号）（“《评估报告》”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标的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26,390.20万元， 标的公司51%股权对应的权益评估值为64,

459.002万元，交易双方以该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为64,459.002万元。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股权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

告为依据，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对方兖矿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兖矿集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根据相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兖矿集团应在相应决策程序

中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兖矿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兖矿集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时，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上接A7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