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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7893 证券简称：黑金时代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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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对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

进行了预计，具体如下：

（一）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 2018 年度的业务需要，公司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预计，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分）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56695 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8 年预算

金额（万元）

一、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其它企业 56695.00

（一）采购业务 18278.40

１、购买商品、劳务等 16690.70

（1）资兴实业公司 材料设备及电力采购 3031.50

（2）湘煤立达公司 材料及设备采购 1964.00

（3）白沙实业公司 接受劳务 235.20

（4）白沙电力公司 电力及劳务 6506.00

（5）白沙工程设计 设计及劳务 310.00

（6）楚湘建设公司 工程及劳务 2190.00

（7）永耒铁路公司 接受劳务 2304.00

（8）湘煤大学 接受培训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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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 1587.70

（1）黑金房产公司 办公楼租金 1511.70

（2）楚湘建设公司 办公楼租金 76.00

（二）销售业务 38416.60

１、销售煤炭 37516.60

（1）白沙电力公司 煤炭销售 3375.00

（2）资兴焦电公司 煤炭销售 18881.60

（3）资兴矸石电力 煤炭销售 15260.00

（4）祥和煤业公司

（5）辰溪矿业公司

2、出售材料、劳务等 900.00

（1）白沙实业公司 出售材料等 400.00

（2）楚湘建设公司 出售材料、培训 360.00

（3）永耒铁路公司 出售材料 100.00

（4）资兴丽景公司 其他 20.00

（5）资兴实业机电公司 其他 20.00

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廖建湘、文仕秋、赵斌表决时回避。受董事赵云辉委托行使表决权的

董事廖建湘表决时回避。同意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同意的董

事占与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与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18 年度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55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额度（万元）

大唐华银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市场价格 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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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赵云辉表决时回避。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的董

事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8 年

2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与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18 年度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

限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458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额度（万元）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

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市场价格 45800

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湖南华菱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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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董事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与湖南黑金时代长沙矿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的业务需要，公司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预计，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湖南黑金时代长沙矿业有

限公司发生借款利息性收入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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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湖南黑金时代长沙矿业有限公司 2018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未涉及需回避表决

的关联董事，同意 11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与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业务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对 2018 年度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

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 5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预计额度（万元）

株洲洁净煤股份

有限公司
购买煤炭 市场价格 50000

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未涉及需回避表决的关联

董事，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于 2018 年

2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资金借用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的业务需要，公司对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预计。公司 2017 年末为支付“10黑金时代债”向湖南省煤

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 4 亿元，按企业债的名义利率 5.98%支付借款利

息；2016 年流动资金借款 2500 万元，按 5.22%的利率支付借款利息；

预计 2018 年公司与关联方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借款利息性

http://www.so.com/link?m=aemWpFCtQ1ef2QHNLMxpooeckPhbzP07KQwABkdjysnOqKgyjVIQpwzEyH59yQQOmlvgtyjh9N0MnHUrEiZ3ObzqULaDuFAWP4CGwQck3DSyirhV%2FUWI0we2a50eF%2FJBuNiUZOg%2BCxlZIlvF0yoHjxmAFFODq7sLZgSojAfnbDnEWErW5Spubya%2FGS%2BOWW1%2FCvA%2FxRYSs3UY%3D
http://www.so.com/link?m=aemWpFCtQ1ef2QHNLMxpooeckPhbzP07KQwABkdjysnOqKgyjVIQpwzEyH59yQQOmlvgtyjh9N0MnHUrEiZ3ObzqULaDuFAWP4CGwQck3DSyirhV%2FUWI0we2a50eF%2FJBuNiUZOg%2BCxlZIlvF0yoHjxmAFFODq7sLZgSojAfnbDnEWErW5Spubya%2FGS%2BOWW1%2FCvA%2FxRYSs3U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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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 2530 万元。

2018 年 1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黑金时代与湖南省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资金借用

关联交易预算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廖建湘、文仕秋、赵斌表决时回避。受董事赵云辉委托行使表决

权的董事廖建湘表决时回避。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

的董事占与会的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人数的 100%。本议案尚需提

交于2018年 2月 27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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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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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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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黑金时代长沙

矿业有限公司

宁乡县煤炭坝镇

沙子坡村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彭斌武

株洲洁净煤股份有

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杉塘路

130 号

其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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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9%的股权,系公

司控股股东，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2．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68%的股权，其

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66%的股权，两者合计直

接持有公司 9.34%的股权，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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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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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4．湖南黑金时代长沙矿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出资的未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的合营企业，与黑金时代构成关联关系。

5．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出资参股 49%的企业，且

公司副总经理欧阳维为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黑金时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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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计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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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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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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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预计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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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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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预计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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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次会议决

议》。

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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