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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3433        证券简称：齐鲁云商        主办券商：国融证券 

 

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

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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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出售商品/提供劳务关联交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补充确认金额 

山东淄矿物产有限公司 12,832,377.47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71,781.61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35,849.06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9,433.95 

山东云海洁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 1,784,321.26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658,490.53 

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 442,477.90 

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葛亭煤矿 256,637.18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231,132.07 

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 256,637.18 

山东煤炭技术学院 980,000.00 

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788,395.41 

合  计 21,147,533.62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业务分别为运输服务、技术服务及提供软

件产品，其中，运输服务业务发生额较大。公司物流平台经过开拓发展和不断完

善，货车司机注册数量不断增加，为矿井、煤炭贸易企业提供了可靠便利的运输

服务，矿井、煤炭贸易企业能够通过物流平台实现运输煤炭的目的。山东淄矿煤

炭运销有限公司作为大型的煤炭贸易商，对运输煤炭的运输需求较大，物流平台

能够为其提供覆盖区域广阔、及时、价格透明、运输可监控度高的运输服务，双

方合作较为默契，因此交易发生额较高。 

 



公告编号：2021-02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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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充确认 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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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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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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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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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淄矿物产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双山路东段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钟楼街道双山路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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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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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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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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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彭公镇齐宇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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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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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亭口镇亭南村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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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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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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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云海洁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130号 2号楼 12层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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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德华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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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

矿石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金属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无船承运业务；国内船舶代理；国

际船舶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物业管理；住房租赁；软件开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

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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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住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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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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柳行南营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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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葛亭煤矿 

住所：济宁市任城区廿里铺镇葛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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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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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宁经济开发区嘉诚路 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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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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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煤炭技术学院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1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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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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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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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灵台县邵寨镇  

注册地址：灵台县邵寨镇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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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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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济宁市任城区南张镇李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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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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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21-021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均为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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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提供运输、软件技术服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补充确认金额 

山东淄矿物产有限公司 12,832,377.47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71,781.61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35,849.06 

陕西长武亭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9,433.95 

山东云海洁能智慧供应链有限公司 1,784,321.26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658,490.53 

山东许厂煤矿有限公司 442,477.90 

山东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葛亭煤矿 256,637.18 

山东唐口煤业有限公司 231,132.07 

山东新河矿业有限公司 256,637.18 

山东煤炭技术学院 980,000.00 

华能灵台邵寨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788,395.41 

合  计 21,147,533.62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业务分别为运输服务、技术服务及提供软

件产品，其中，运输服务业务发生额较大。公司物流平台经过开拓发展和不断完

善，货车司机注册数量不断增加，为矿井、煤炭贸易企业提供了可靠便利的运输

服务，矿井、煤炭贸易企业能够通过物流平台实现运输煤炭的目的。山东淄矿煤

炭运销有限公司作为大型的煤炭贸易商，对运输煤炭的运输需求较大，物流平台

能够为其提供覆盖区域广阔、及时、价格透明、运输可监控度高的运输服务，双

方合作较为默契，因此交易发生额较高。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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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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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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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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齐鲁云商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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