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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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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

发生金额 

（2020）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智慧物流服务 250,000,000 187,845,844.54 本年度公司扩大物流业

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软件销售及技术服务 57,000,000 41,147,533.62 公司扩大软件销售业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307,000,000 228,993,378.16 - 

注：上述发生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且包含净额法确认收入对应的销售金额。 

 

（二） 基本情况 

（1） （1）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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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黄书翔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63197.2万元  

（2）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发电,汽油、柴油零售。(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煤泥、硫化铁、水泥制品、煤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设备及配件、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粉煤灰砖

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系统集成，受托开展广播电视网络维修、管理，矿山机

电设备维修，自备铁路运输，煤炭洗选、加工；工程测量，供热、供水，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不含道路运输），焦炭、钢材、铝材、建材、铁矿石、铁矿

粉销售；设备租赁、销售；选煤厂托管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2）山东淄矿物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双山路东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震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43000万元  

（4） 主营业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

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电池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肥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矿物洗选加工；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电子产品销售；木材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

营；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电子过磅服务；装卸搬运；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石墨及碳素制品

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软木制品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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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木制容器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软件销售；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

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光纤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

铸造机械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

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金属工具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新型金属

功能材料销售；玻璃仪器销售；高速精密齿轮传动装置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智能仓储

装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光缆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铁路专用测量或检验仪器销售；铁路运

输基础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

消防器材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合成纤维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电工仪器仪

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

电子测量仪器销售；耐火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5） （3）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灵台县邵寨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洪涛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108000万元  

（6） 主营业务：煤炭投资管理；煤炭开采（除爆破作业外）；煤炭洗选加工及销售；机械制

造及设备维修；矿用器材销售；设备租赁及销售；房屋租赁；煤矿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4）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彭公镇齐宇河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晓胜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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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煤矿技术开发与投资（限公司自有资金）；煤炭开采；机械制造及维修；煤

炭洗选加工、销售；煤矿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矿用设备、物资、材料销售；饮用水供

应；物流信息咨询，货运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柳行南营北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洗选、销售；矿山机电设备维修；选煤厂托管运营；设备租赁、

销售；房屋租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搬运装卸（不含道路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6）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亭口镇亭南村东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小勇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9）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洗选加工及销售；机械制造及维修；矿用器材销售，矿用加固等

新材料的生产及销售；设备、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10）（7）山东云海洁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130号 2号楼 12层 12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泽锋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供应链管理(不含金融业务及应取得许可的经营项目);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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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普通货运;国际货运代理;仓储(不含冷冻、冷藏、

制冷等涉氨经营项目、不含危险化学品储存);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软件开发;经济信息

咨询;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法律、

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出版物进口);批发、零

售:燃料油(仅限重油或渣油、闭杯闪点高于 61摄氏度)、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

润滑油、沥青(不含危险品)、煤炭;企业管理信息咨询、财税信息咨询;不带有储存设施

的经营:甲烷、乙烷、丙烷、乙烯、丙烯、正丁烷、异丁烷、正戊烷、2-甲基丁烷、异

辛烷、1-丁烯、2-丁烯、苯乙烯[稳定的]、1,3-丁二烯[稳定的]、环己烷、甲醇、乙醇

[无水]、2-丁醇、2-甲基-2-丙醇、4-甲基-2-戊酮、1,2-二甲苯、1,3-二甲苯、1,4-

二甲苯、甲基叔丁基醚、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石脑油、石油醚、煤焦油、液化石油气

(仅限工业生产原料使用)、天然气[富含甲烷的](仅限工业生产原料使用)、石油原油、

成品油(汽油、煤油、柴油[闭杯闪点≤60℃])批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山东云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号海尔工业园日日顺大厦 703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蕾 

实际控制人：海尔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物流信息技术开发，软件开发，普通货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搬运装

卸服务，货运信息咨询，铁路货运代理，无船承运，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性电信业务，

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电子商务信息咨询，物流领域内的技术服务，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物流方案设计，汽车租赁(不含客货运输)，销售：物流设备、汽车、车船

配件、润滑油、轮胎、汽车用品、日用百货、健身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家用电器、计算机及软件、清洁型煤、钢材、矿产品（不含国家专营专控）、建筑材料、

橡胶制品、有色金属、木材、木制品、纸浆、食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器材、

家用电器、体育用品、针纺织品、金属材料、燃料油(不含成品油)，仓储设备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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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宁经济开发区嘉诚路 5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思强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875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矿山机械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通

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电子过磅服务；装卸搬运；水泥制品制造；

水泥制品销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服装制造；服装服饰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煤炭开采；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企业类型：其他经济组织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0 

主营业务：无  

（11）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葛亭煤矿 

注册地址：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镇葛亭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0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销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矿山机电设备维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2）山东煤炭技术学院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23号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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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汪栋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1017万元 

主营业务：以培养预备技师、高级工和中级工全日制在校生为主,同时承担企业在

职职工、社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任务。 

（13）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宁市任城区南张镇李庙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马忠德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50698.12 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旧货销售；

矿山机械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测绘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关联关系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国资委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山东淄矿物产有限公司、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山

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均为同一母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山东省国资委。山东东华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葛亭煤矿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山东煤炭技术学院为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

会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工会组织。山东云海洁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

山东云顺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与上述单位构成关联关系。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1年 4月 26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



公告编号：2021-020 

常性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王德龙、张建军、王震已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

合理的、必要的。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

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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