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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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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审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以及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17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进行了补充预计。本次补充预计为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涉

及的关联方包括公司股东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

公司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副总经理欧阳维兼任董

事的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如下：

（一）补充预计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与湖南省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分）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19,582 万元。

由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分）公司购买本公司材料及设

备业务量增大，采购业务交易额度相应增加；同时自 2016 年下半年

起，煤炭市场好转，价格上扬，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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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煤炭需求增加，导致与本公司煤炭销售关联交易的交易额度相应

增加。本次此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补充预计 18,700 万元，全年预

计金额共计 38,282 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已批准

预计金额（万元）

补充预计

金额（万元）

全年预计金额

合计（万元）

一、采购业务 11,561 4,100 15,661

1、购买材料、电力、劳务等 10,185 4,000 14,185

2、租赁办公场地 1,376 100 1,476

二、销售业务 8,021 14,600 22,621

1、煤炭销售 7,716 13,600 21,316

2、出售材料、设备等 305 1,000 1,305

合计 19,582 18,700 38,282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表决结

果：本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廖建湘、文仕秋、赵斌表决时回

避。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同意的董事占与会的非关联董

事人数的100%。本议案尚需提交于2017年 4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补充预计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

因公司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唐燃料电力有限公

司发生煤炭贸易业务，本次补充预计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及其子（分）

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5,000 万元。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表决结

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日平表决时回避。同意 10票，

反对 0 票，弃权 0票，同意的董事占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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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三）补充预计与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与大唐华银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分）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12,000 万

元。由于目前煤炭市场向好，煤炭价格上扬，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分）公司对煤炭需求扩大，需增加公司对其煤炭销售的

关联交易额度。本次补充预计62,000万元，全年预计金额共计74,000

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已批准

预计金额（万元）

补充预计

金额（万元）

全年预计金额

合计（万元）

煤炭销售 12,000 62,000 74,000

合计 12,000 62,000 74,000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表决结

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罗日平表决时回避。同意 10票，

反对 0 票，弃权 0票，同意的董事占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四）补充预计与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与湖南华菱涟源钢

铁有限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10,300 万元。由于目前煤炭

市场向好，煤炭价格上扬，公司与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煤炭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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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量扩大，需增加关联交易额度。本次补充预计 38,700 万元，全年

预计金额共计 49,000 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已批准

预计金额（万元）

补充预计金

额（万元）

全年预计金额

合计（万元）

煤炭销售 10,300 38,700 49,000

合计 10,300 38,700 49,000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表决结

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汪庆祝表决时回避。同意 10票，

反对 0 票，弃权 0票，同意的董事占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五）补充预计与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南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与株洲洁净煤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煤炭贸易业务，本次补充预计与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

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20,000 万元。

2017 年 4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的董事占出席董事会人

数的 100%。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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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湖南省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万家丽

南路二段 1099 号

国有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
廖建湘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

1号
全民所有制 陈进行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255 号五华酒店 8-12 楼

上市股份

有限公司
邹嘉华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

有限公司
湖南省娄底市黄泥塘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肖尊湖

株洲洁净煤股份

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杉塘路

130 号

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樊福锁

（二）关联关系

1.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56.0939%的股权,系公

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分）公司与黑金时代

构成关联关系。

2.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4.659%的股权，其控股

子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4.6749%的股

权，两者合计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9.3339%的股权，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及其子（分）公司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3.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4.6749%的股

权，其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4.659%的股权，

两者合计直接持有黑金时代 9.3339%的股权，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分）公司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4.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的股东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直

接持有公司 7.88%的股权，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和涟源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

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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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参股公司株洲洁净煤股份有

限公司 49%的股权。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湖南黑金时代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维在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兼任董事，株

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的正常所

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根据市场上同期、同类产品的服务价格确

定，其行为完全遵循公平、有偿、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条件平等，关联交易并未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对于上述关联交易，在补充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范

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对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预计，均基于公司正常业

务运营可能产生，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充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将严格按照公允原则执

行，将保证交易的确定符合相关程序，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的原

则 ，交易过程透明，确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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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

的情形。

上述补充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主要业务将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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