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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1-115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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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12 月 13 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采购各规格编织袋，并向其销

售可追溯二维码标签，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746.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

表决。 

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采购纯碱，2022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40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采购复合膜，并向其销售

防伪标记，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55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元明粉，2022 年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2,185.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元明粉，2022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1,65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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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2022 年

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集装箱吊装、运输、铁路

专用线场站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40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食盐追溯系统项目

设备、软件及技术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73.31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1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2022 年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50.00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1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房屋土地等，云南博源实业

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房屋土地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

金额合计 1,170.84 万元。关联董事张燕回避表决。 

1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开远站调度中心

SCADA 系统接入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

回避表决。 

1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采购复合膜，并向其销售防伪

标记，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688.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1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采购 30%液碱、50%液碱、

盐酸等，并向其销售日化盐和为其提供代理发运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930.00 万元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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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采购仪器、设备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1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员工食堂管理及日常维修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购饮用水，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32.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1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昭通支线天然

气管道工程第一标段（曲靖分输站-宣威分输站）控制系统、陆良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

目（曲靖经开清管站-陆良末站）控制系统，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8.00 万元。

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1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玉溪市应

急气源储备中心工程泡沫装置、紫外线净水仪等消防设备，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

计 20.9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1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动力电和仪表空气、供应

动力电、销售一次水、无离子水、中低压蒸汽、工业盐、提供物资过磅、脱硫废水处理，

并向其出租房屋土地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6,473.03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

滕卫恒回避表决。 

2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5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

联交易金额 2,5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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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额 5,0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水电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55.46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工业盐，2022 年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 7,95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

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2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并向

其出租气化站，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122.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

回避表决。 

29、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蒸汽

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0,616.94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0、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志

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公路运输服务，

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1、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开远-蒙自支线天

然气管道工程项目外电接入工程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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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2、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OA 系统、数字能投、小鱼端口业

务及档案信息系统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45.5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

恒回避表决。 

33、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机房及网络安全维保业务等服务，2022 年预

计关联交易金额 22.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4、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云南

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食盐追溯系统租

用云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5、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承租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车辆，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44.62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6、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租赁进

场道路，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7、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

租赁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办公场所，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5.59 万元。

关联董事李庆华、滕卫恒回避表决。 

38、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全资

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食盐产品等，2022 年预

计关联交易金额 2,400.00 万元。关联董事杨建军、邓平回避表决。 

预计公司（含子公司）2022 年度拟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计 77,259.19 万元，其

中：预计与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拟发生的

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上述 1-11 项）总计 13,335.15 万元；与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及关联方拟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上述 12-37 项）总计

61,524.04 万元。与公司其他关联方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上述第 38 项）为 2,4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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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第 1-11 项，关联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第 12-37 项，关联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预计 2022年

度交易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万元） 

截至 2021年

11月 30日的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云南华源包装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各规格编织袋 

市场

公允 
2,710.00 0.00 1,138.68 

云南名博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复合膜 

市场

公允 
2,450.00 0.00 869.05 

云南能投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 30%液碱、盐酸 

市场

公允 
600.00 0.00 519.29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 50%液碱 

市场

公允 
180.00 0.00 - 

云南云天化农

资连锁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纯碱 

市场

公允 
2,400.00 0.00 261.13 

云南白象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复合膜 

市场

公允 
500.00 0.00 - 

深圳云能国际

供应链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仪器、设备等 

市场

公允 
100.00 0.00 - 

云南能投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饮用水 

市场

公允 
4.00 0.00 1.75 

云南能投威士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昭通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第

一标段（曲靖分输站-宣威分

输站）控制系统采购 

市场

公允 
5.00 0.00 - 

陆良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

目（曲靖经开清管站-陆良末

站）控制系统采购 

市场

公允 
13.00 0.00 - 

云南能投达诺

智能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玉溪市应急气源储备中心工

程泡沫装置、紫外线净水仪

等消防设备采购 

市场

公允 
20.90 0.00 - 

小计   8,982.90 0.00 2,7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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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动力电和仪表空气 

市场

公允 
2,060.00 0.00 1,566.22 

云南省煤炭交

易（储配）中心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原煤 

市场

公允 
2,500.00 0.00 - 

云能物流（云

南）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原煤 

市场

公允 
2,500.00 0.00 - 

云南云维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原煤 

市场

公允 
5,000.00 0.00 - 

云南能投硅材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其

采购水、电等 

市场

公允 
255.46 0.00 - 

小计   12,315.46 0.00 1,566.22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供

应动力电、一次水、无离子

水、中低压蒸汽 

市场

公允 
4,610.00 0.00 3,183.98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工业盐 

市场

公允 
8,550.00 0.00 4,427.14 

云南名博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防伪标记 

市场

公允 
238.00 0.00 63.28 

云南华源包装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食盐可追溯二维码标签 

市场

公允 
36.00 0.00 12.41 

云南白象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防伪标记 

市场

公允 
50.00 0.00 - 

云南天冶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工业盐 

市场

公允 
7,950.00 0.00 4,103.82 

中轻依兰（集

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元明粉 

市场

公允 
1,650.00 0.00 - 

云南天安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元明粉 

市场

公允 
2,185.00 0.00 1,586.06 

云南省煤炭产

业集团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日化盐 

市场

公允 
100.00 0.00 - 

云南云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日化盐 

市场

公允 
100.00 0.00 - 

红河综保区能

投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日化盐 

市场

公允 
10.00 0.00 0.07 

云南能投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日化盐 

市场

公允 
30.00 0.00 - 



 

 8 

云南能投威信

能源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日化盐 

市场

公允 
20.00 0.00 - 

云南能投有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天然气 

市场

公允 
1,100.00 0.00 887.96 

云南能投硅材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天然气、蒸汽等 

市场

公允 
20,616.94 0.00 - 

广东省广盐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销

售食盐产品等 

市场

公允 
2,400.00 0.00 - 

小计   49,645.94 0.00 14,264.72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提

供物资过磅服务 

市场

公允 
50.00 0.00 36.07 

云南能投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提

供铁路专用线场站服务 

市场

公允 
120.00 0.00 - 

小计   170.00 0.00 36.07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云南省化工研

究院 

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市场

公允 
10.00 0.00 - 

云南能投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物业管

理、员工食堂管理及日常维

修等服务 

市场

公允 
328.00 0.00 198.89 

云南天马物流

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集装箱吊装、运输、

铁路专用线场站服务 

市场

公允 
2,400.00 0.00 2,217.36 

云志合通科技

（云南）有限公

司 

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

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提供公路运输服务 

市场

公允 
200.00 0.00 255.78 

云南云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

供开远站调度中心 SCADA

系统接入服务 

市场

公允 
10.00 0.00 - 

云南能投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

供开远-蒙自支线天然气管

道工程项目外电接入工程 

市场

公允 
100.00 0.00 - 

云南能投数字

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OA 系

统、数字能投、小鱼端口业

务及档案信息系统服务 

市场

公允 
145.5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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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为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食盐追溯系统项目设

备、软件及技术服务 

市场

公允 
73.31 0.00 - 

云南能投启明

星辰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机房及网络安全

维保业务等服务 

市场

公允 
22.00 0.00 16.26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脱硫废水处理服务 

市场

公允 
3.00 0.00 0.68 

云南能投信息

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 

为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食盐追溯租用云服务 

市场

公允 
40.00 0.00 - 

小计   3,331.81 0.00 2,688.97 

资产租赁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租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房屋土

地等 

市场

公允 
1,200.03 0.00 1,047.64 

云南能投智慧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汽

车租赁服务 

市场

公允 
244.62 0.00 174.31 

云南红云氯碱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

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铁路专

用线 

市场

公允 
50.00 0.00 - 

云南博源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

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房屋土

地等、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

司租赁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房屋土地等 

市场

公允 
1,170.84 0.00 949.09 

云南能投有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向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租

赁气化站 

市场

公允 
22.00 0.00 17.64 

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租赁进场道路 

市场

公允 
100.00 0.00 - 

云能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

司 

公司租赁其办公场所 
市场

公允 
25.59 0.00 - 

小计   2,813.08 0.00 2,188.68 

合计  77,259.19 0.00 23,534.56 

注：2021 年 1-11 月发生金额未经审计，下同。 

 

（三）2021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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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至 2021

年 11月 30

日的实际发

生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云南能投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其

采购饮用水 
2.97 7.00 0.13% -57.57%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华源包装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各规格

编织袋 

1,138.69 2,709.00 23.17% -57.97%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名博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复合膜 
869.05 2,107.00 17.69% -58.75%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白象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复合膜 
- 51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云天化农

资连锁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纯碱 
261.12 1,500.00 14.06% -82.59%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烧碱、

盐酸等 

519.29 600.00 27.96% -13.45%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威士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昭通支线天然气管

道工程第一标段

（曲靖分输站-宣

威分输站）、陆良

支线天然气管道工

程项目（曲靖经开

清管站-陆良末站）

- 18.0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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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采购 

小计 2,791.12 7,451.00  -62.54%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云南省煤炭交

易（储配）中

心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原煤 
- 5,00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联合

外经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原煤 
- 2,00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云维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原煤 
- 2,500.0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采购动力电

和仪表空气 

1,566.22 2,060.00 90.59% -23.97%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硅材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

公司向其采购水、

电 

- 255.46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小计 1,566.22 11,815.46  -86.74%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云南名博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防伪标

记 

63.27 200.00 1.29% -68.37%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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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华源包装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食盐可

追溯二维码标签 

12.41 30.00 0.25% -58.63%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一次

水、无离子水、中

低压蒸汽及工业盐 

7,611.13 10,665.00 18.55% -28.63%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关于

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分别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日和

2021年 12月 13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中轻依兰（集

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元明粉 
- 106.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天安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元明粉 
1,586.06 2,600.00 51.72% -39.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天冶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工业盐 
4,103.82 5,879.75 10.67% -30.2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关于

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分别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日和

2021年 12月 13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大为制氨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工业盐 
592.21 5,130.00 1.54% -88.46%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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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盐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食盐产

品等 

- 2,40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红河综保区能

投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日化盐 
0.07 15.00 0.09% -99.53%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威信

煤炭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销售日化盐 
- 4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供应动力电 
262.71 600.00 69.16% -56.22%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有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

公司向其销售天然

气 

887.96 1,074.35 1.82% -17.35%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硅材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

公司向其销售天然

气、蒸汽等 

- 1,805.66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小计 15,119.64 30,545.76  -50.5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提供物资过

磅服务 

36.07 35.00 0.57% 3.06%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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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投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向其提供铁路专

用线场站服务 

_ 15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小计 36.07 185.00  -80.5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云南云能科技

有限公司 

云南云能科技有限

公司为云南省天然

气有限公司提供开

远 站 调 度 中 心

SCADA 系统接入、

玉溪市应急气源储

备中心监控系统服

务 

- 39.86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为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保安保

洁服务、食堂管理

服务 

198.89 314.00 8.94% -36.66%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数字

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数字经济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数字能投等业务

服务 

- 63.5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志合通科技

（云南）有限

公司（原云南

旺宸运输有限

公司） 

云志合通科技（云

南）有限公司（原

云南旺宸运输有限

公司）为云南省盐

业有限公司提供公

路运输服务 

255.78 3,600.00 2.09% -92.9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天鸿化工

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云南省盐

业有限公司提供设

备管道工程服务 

31.1 100.00 1.59% -68.9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启明

星辰安全技术

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启明星辰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为公司提供机房及

网络安全维保业务

等服务 

16.26 25.00 32.14% -34.96%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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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天马物流

有限公司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集装箱吊

装、运输、铁路专

用线场站服务 

2,217.36 2,800.00 18.10% -20.81%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脱硫废水处理服务 

0.68 3.00 0.01% -77.33%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云天化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为公司

提供数据灾备建设

服务、为全资子公

司云南省盐业有限

公司提供食盐追溯

系统 1期项目的设

计、建设及维护服

务 

- 404.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云天化信

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云南云天化信息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

盐业有限公司提供

食盐追溯系统 2期

项目的设计、建设

及维护服务 

29.08 220.00 57.48% -86.78%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信息

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能投信息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云南

省盐业有限公司提

供食盐追溯系统能

源云服务 

- 42.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省节能技

术开发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 

卤水接替井工程项

目节能评估 
- 3.8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申报绿色工厂第

三方评价技术服务 

15.66 16.00 4.2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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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能源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为云南省盐业有限

公司提供咨询服务

等 

- 74.8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云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为云南省天然气有

限公司提供泸西、

弥勒站 SCADA接入

调度中心等服务 

- 12.0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能投碳排放

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云南

省盐业有限公司提

供碳交易与碳资产

管理服务 

- 20.00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2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小计 2,764.81 7,737.96  -64.27%  

资产租赁 

云南能投智慧

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汽

车租赁服务 

174.31 369.00 9.23% -52.76%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博源实业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租赁云南博源实

业有限公司房屋土

地等、云南博源实

业有限公司租赁云

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房屋土地等 

949.08 1,173.50 50.23% -19.12%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昆明云能化工

有限公司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

公司租赁云南省盐

业有限公司房屋土

地等 

1,047.64 1,200.03 16.47% -12.7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红云氯碱

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租赁云南红云氯

碱有限公司铁路专

用线 

- 5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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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会泽云能投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向云

南能投新能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租赁

进场道路 

- 100.00 - -100.00%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详见 2020

年 12 月 17 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云南能投有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向云南省天然气有

限公司租赁气化站 
17.64 22.14 0.28% -20.33%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云能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

公司 

公司租赁其办公场

所 
- 24.37 - -100.00% 

《关于增加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

见 2021 年 10 月 29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小计 2,188.67 2,939.04  -25.53%  

总计 24,466.53 60,674.22  -59.6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的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是基于年初预计可能

发生的上限金额；通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选择原煤采购方，2021 年

度相关关联方未参加竞谈或中标少于预期等，导致向相关关联方采

购原煤的实际关联交易金额低于年初预计；关于包装物的采购、防

伪标记及二维码标签的销售是基于 2021年初全年生产计划预算产量

测算所需求的数量预估，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实际生产所需数量与供

货单位进行结算，故造成实际发生金额与报批金额出现差异；与云

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系统采购，因相关补充协议目

前均正在完善，尚未最终签订；因现场施工和招标安排的原因，开

远站 SCADA 系统接入项目采购工作截至目前暂未开展；因储备中

心工程项目建设滞后，本年度尚不需要接入监控系统，故未签订玉

溪市应急气源储备中心监控系统接入服务协议，未发生相关费用；

向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原煤以及向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销售天然气、蒸汽的交易等为本次新增预计。公司 2021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经查核，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

差异的原因均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在公司总办会、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批准额度内，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未出现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1、2021 年 1-11 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为公司财务部门截止目前的初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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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尚未经审计，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最终数据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金方街道办事处浸长村 

法定代表人：章忠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及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塑料加工机械零配件

销售；塑料原料、建筑材料、百货、煤炭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21年 10月 31日，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总资产 5,171.00万元，净资产 1,893.00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15.00 万元，净利润 291.00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华源包装有限公

司采购各规格编织袋，并向其销售可追溯二维码标签，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746.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

发生金额（万元） 

云南华源包装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采购各规格编织

袋 

2,710.00 1,1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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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西山区海口镇工业园新区 

法定代表人：章忠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的制造；印刷品印刷（出版物除外）；包装装潢设计；普通机

械设备的租赁；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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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总资产 386.89 万元，净资产

-397.27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305.88 万元，净利润-120.32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采购复合膜，并向其销售防伪标记，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550.00 万元。

具体如下：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销售食盐可追溯

二维码标签 

36.00 12.41 

合计 2,746.00 1,151.09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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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昆明市度假区金柳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翟树新 

注册资本：45,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肥、农药、农膜、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饲料及添加剂、农业机械、

农业生产资料、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副产品、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棉花除外）、

非金属矿及制品、金属矿及制品、家用电器、五金交电、建筑及装饰材料、玻璃纤维及

制品的销售；粮食收购；煤炭批发经营；重油、燃料油、硝酸铵、易燃液体、易燃固体、

氧化剂、毒害品、腐蚀品、季戊四醇、共聚甲醛、甲酸钠及一般不需审批的化工产品的

销售；贸易经纪代理；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农作物、林木

种植；农业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园林绿化养护；花卉租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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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总资产 327,994 万元，净资产

42,943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981,500 万元，净利润 3,786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

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农资连

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云南白象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采购复合膜 
500.00 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销售防伪标记 
50.00 0.00 

合计 5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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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采购纯碱，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4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四）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西山区小海口 

法定代表人：俞春明 

注册资本：27,964.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危化品批发（凭许可证经营）三聚磷酸钠、磷酸氢钙、磷铁、泥磷、保

温材料、矿粉、磺酸，表面活性剂（AES），消毒剂，二氧化碳，磷酸盐系列产品、强

面精、水泥、塑料纸箱、编织袋、洗涤、沐浴液、洗发以及上述各类系列产品的自产自

销、批发零售；开展与本企业相关的产品、技术、设备的进出口业务；餐馆、住宿、百

货、医用药品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普通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的安装与

维修，及其配件的生产加工；五金加工；工业筑炉保温工程服务；建筑材料、化工产品

及原料（不含管理商品），矿产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普通货运、物流运输、

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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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58,575.00 万元，净资

产-200,333.00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768.00 万元，净利润-6,577.0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 

（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采购纯碱 
2,400.00 261.13 

合计 2,400.00 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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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中轻依兰（集团）有

限公司销售元明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650.00 万元。具体如下： 

 

（五）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曾家其 

注册资本：12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矿产品，磷矿副产

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黄磷、磷酸、磷酸盐、硫酸、氟硅酸、氟硅酸钠等化工系列产

品、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磷矿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生产、

经营、管道输送液氨及其附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研究、生产、经营液氨下游产品；生

产、经营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类设备及钢铁制品，建筑材料，仓储物流业，

售电业务，磷石膏综合加工及产品开发利用，机械及电器仪表安装施工、技术培训、技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中轻依兰（集团）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向其销售元明粉 
1,650.00 0.00 

合计 1,65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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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化工工程设计及其他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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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734,974.32 万元，净资产

270,771.24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5,279.08 万元，净利润 64,442.78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是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

司销售元明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185.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天安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元明粉 
2,185.00 1,586.06 

合计 2,185.00 1,586.06 

（六）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 1417 号 

法定代表人：段文瀚 

注册资本：183811.373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新材料、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建筑材料、矿物饲料、

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的生产、销售；民用爆炸物品、磷矿石系列产品、金属及金属矿、

煤炭、焦炭、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腐蚀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毒害品、氧化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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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物等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塑料编织袋、五金交电、仪表设备及配件、贵金

属、农产品的销售；化工原料、设备、电子产品、化肥、硫磺、农产品的进出口；北海

市港区内从事磷酸矿物货物的装卸、仓储作业（限分公司经营）；化工工程设计；货运

代理。（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5,612,966.70 万元，净资产

1,171,189.71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63,212.32 万元，净利润 332,710.10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日化盐 
100.00 0.00 

合计 100.00 0.00 

（七）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东风东路 120 号 

法定代表人：杞卫东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磷化工产品、香精化肥、农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及矿产品、生物

化工、香料、环保产品、保健卫生、消毒杀菌及日用化工产品等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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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转让；化工科研仪器、分析测试仪器、化工机械设备、电器仪表的研制和销售；化工

产品的分析、检测、鉴定、仲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职业卫生检测、检验及评价；化

工咨询；特种设备设计（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化工工程、

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乙级及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工程总承包，农产品种植

及销售。兼营范围：绿色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成果转让及其工艺技术装备的研制、销

售；房屋出租；停车服务；期刊出版。 

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总资产 5,683.00 万元，净资产 1,584.00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93.00 万元，净利润-16.00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是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南省化工研究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

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省化工研究

院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

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10.00 0.00 

合计 10.00 0.00 

 

（八）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度假区滇池路 1417 号 

法定代表人：王怀中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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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代办铁路运输；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运输计划组织；物流规划设

计；物流信息服务；仓单质押业务；代办货物转运；腐蚀品、压缩气体及液化气体、易

燃固体、自燃和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建筑材料、矿产品及塑料制品的销售；预包

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化肥的零售；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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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12,515.54 万元，净资产 8，

639.47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864.91 万元，净利润 603.25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是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南天马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

司提供集装箱吊装、运输、铁路专用线场站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400.00 万

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天马物流有

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

有限公司提供集装箱吊

装、运输、铁路专用线场

站服务 

2,400.00 2,217.36 

合计 2,400.00 2,217.36 

 

（九）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新城街道办事处 2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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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龚义文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互联网信息的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及应用；计算机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

产品、仪器仪表、电气设备的销售；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装与维护；网络综合布线工程；

云平台服务；安防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及调

试；电气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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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5,583.12 万元，净资

产 3,394.73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789.47 万元，净利润 318.59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

有限公司提供食盐追溯系统项目设备、软件及技术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73.31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云天化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食盐追溯系统项目设备、

软件及技术服务 
73.31 0.00 

合计 73.31 0.00 

 

（十）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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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连然镇大屯 

法定代表人：何润生 

注册资本：9898.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械加工、安装检修、防腐；电器设备安装、仪表仪器安装及检修等。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总资产 10,014.67 万元，净资产

2,418.53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713.94 万元，净利润 738.50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南红云氯碱有限

公司铁路专用线，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5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红云氯碱有

限公司 

资产租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

赁云南红云氯碱有限公

司铁路专用线 

50.00 0.00 

合计 50.00 0.00 

 

（十一）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10 号 

法定代表人：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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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8,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印刷、酒店、旅游、房地产、运输、危险化学品（酒精、成品油、松

节油）等行业进行投资；对塑料包装制品、塑料加工机械及零配件、办公用品、矿产品、

危险化学品（腐蚀品、易燃液体）等进行销售；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工程

施工丙级；对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管理商品）、代理经营配套设施、

农副产品进行经营；机电机械产品制造；百货零售、预包装食品销售（限分支机构许可

证经营）；饮食服务、住宿、农副产品种植、经营、仓储、物资中转（限分支机构许可

证经营）。 

截至 2021年 10月 31日，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9,291.30万元，净资产 7,097.38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990.44 万元，净利润-609.1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云南博源实业有限

公司房屋土地等，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赁房

屋土地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170.84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博源实业有

限公司 

资产租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租

赁云南博源实业有限公

司房屋土地等、云南博源

实业有限公司租赁云南

省盐业有限公司房屋土

地等 

1,170.84 949.09 

合计 1,170.84 949.09 

（十二）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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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坤盛路 66 号金地中心 2 栋 21 层 2104、2105、2106 号 

法定代表人：赵彦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航空飞行器系统软硬件的开发、应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

航空器及配件、小型航空飞行器系统及设备的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航空飞行器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安装；水文勘察服务；建筑工程技

术研究试验；测绘服务；摄影服务；教育信息咨询（不含教育培训、不含出国留学咨询

及中介服务）；农林植保、植物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开发及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

力设备、通讯设备、数字设备的研发及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

线；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招投标代理；计算机网络工程、安

全技术防范工程、消防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无人机管道检测；通讯及信息技术系统工程

的设计、安装、调试；环境监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通

信管道、通信线路、综合布线及其配套设备的工程建设；消防设施维修；消防安全评估；

电力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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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3,028.12 万元，净资产 1,295.27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32.37 万元，净利润-162.0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本公司

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开远站

调度中心 SCADA 系统接入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31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云能科技有

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云南云能科技有限公司为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提

供开远站调度中心

SCADA系统接入服务 

10.00 0.00 

合计 10.00 0.00 

（十三）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新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B-4-7 地块 

法定代表人：刘士诚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

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

器械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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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制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玻璃

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

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医护人员

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务；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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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15,156.07 万元，净资产

6,790.87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65.93 万元，净利润 239.59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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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是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名博实业有限公

司采购复合膜，并向其销售防伪标记，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688.00 万元。具

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名博实业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采购复合膜 
2,450.00 869.05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防伪标记 
238.00 63.28 

合计 2,688.00 932.33 

（十四）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润城第一大道 F 栋 4-5 楼 

法定代表人：邢爱民 

注册资本：193,235.220631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时限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净水剂、塑料制品的生产；仓储理货；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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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并总资产 548,058.00 万元，

净资产 217,452.59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256,521.70 万元，净利润 24,562.2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33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采购 30%液碱、50%液碱、盐酸等，并向其销售日化盐和为其提供代理发运服务，

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930.00 万元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采购 30%液碱、盐酸等 
600.00 519.29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

购 50%液碱 
180.00 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提供铁路专用线场站服务 
120.00 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日化盐 
30 0.00 

合计 930.00 519.29 

（十五）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加坡产业园 II-6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刘强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劳务派遣；家政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经纪服

务；干洗服务；机票代订服务；室内外装饰装修；市政工程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建材、农副产品、百货、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的销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软件的开发；项目投资及对所投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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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商品展示展览活动；餐饮管理；餐饮服务；餐饮配送；酒店管理；美容美发服务；

打字、复印、图文制作；住宿；电力工程的施工；电子商务；档案管理（严格按照国家

档案法规经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摄影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商标代理；物流配送；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及施工；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防雷工程设计及施工；安全防范工程设计及施工；城市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

21 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电子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智能化及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以

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蔬菜、花卉种植、养殖；烟、酒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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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5,424.43 万元，净资产

2,183.29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5,467.29 万元，净利润 173.35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需要，云南能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员工

食堂管理及日常维修服务，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采购饮用水，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332.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公司及子公司向其采购

饮用水 
4.00 1.75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物业

管理、员工食堂管理及日

常维修等服务 

328.00 198.89 

合计 332.00 200.64 

（十六）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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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田心社区宝安北路 3008 号宝能中心 A 栋

18 层 32 室。 

法定代表人：胡香伟 

注册资本：10,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国际货运代理；道路货

物搬运装卸；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金属材料、饲料、润滑

油、沥青、复混肥料、化肥、钢材、煤炭、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农药（不含剧毒

危险品）、水产品、钢材、铁矿石、橡胶及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农业机械、机电产品、

办公用品、初级农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建材、机械设备、办公设备、通信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家具、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梯、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

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商业信息咨询、投资咨

询（均不含限制项目）。（以上项目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限制

项目及前置性行政许可，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总资产 701.32 万元，净资产

-265.99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07.11 万元，净利润 9.28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深圳云能国际供应链有限

公司采购仪器、设备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00.00 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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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深圳云能国际供

应链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

其采购仪器、设备等 
100.00 0.00 

合计 100.00 0.00 

 

（十七）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极乐村委会青武山 

法定代表人：曹卫东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加工及原料(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时

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

时限开展经营活动)；合成树脂；其他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不含一次性塑料袋)；氯

产品(主要成分聚合氯化铝)；石灰；石灰石；氯化钙；聚氯乙烯；电石渣水泥；硅锰合金；

净水剂的生产及销售；农副产品的销售；仓储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食品添加

剂的生产及销售；化学处理剂(消毒剂)的生产及销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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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45,399.75 万元，净资产

17,520.64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7,268.26 万元，净利润 173.67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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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

司采购动力电和仪表空气、供应动力电、销售一次水、无离子水、中低压蒸汽、工业盐、

提供物资过磅、脱硫废水处理，并向其出租房屋土地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6,473.03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昆明云能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采购动力电和仪表空气 
2,060.00 1,566.22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一次水、无离子水、

中低压蒸汽 

4,610.00 3,183.98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工业盐 
8,550.00 4,427.14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提供物资过磅服务 
50.00 36.0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脱硫废水处理

服务 

3.00 0.68 

资产租赁 

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租

赁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房

屋土地等 

1,200.03 1,047.64 

合计 16,473.03 8,658.76 

（十八）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大冲工业片区

新加坡工业园景明北路 

法定代表人：张占军 

注册资本：5,38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各类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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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出版物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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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

公设备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国内贸易代理；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标牌制

造；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安防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教学

专用仪器销售；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物联网设备

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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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9,903.47 万元，净

资产 1,794.98 万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98.23 万元，净利润-354.02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威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采购昭通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第一标段（曲靖分输站-宣威分输站）控制系统、

陆良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曲靖经开清管站-陆良末站）控制系统，2022 年预计关联

交易金额合计 18.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威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昭通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第一标段（曲靖分输站-

宣威分输站）控制系统采

购 

5.00 0.00 



 

 39 

陆良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项目（曲靖经开清管站-

陆良末站）控制系统采购 

13.00 0.00 

合计 18.00 0.00 

 

（十九）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和成国际 A 座 12 楼西 

法定代表人：何苗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数据处理；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市场调查；检验检测及机器人技术研

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设备；机器人及其零配件

销售和维修；电子设备、普通机械设备、管道的检测和维修服务；专用设备销售和维修；

检测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发和销售；实验室配套设备、实验室洁净系统、暖通系统的设

计、技术咨询、安装、施工及维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器人及其零

配件、检测设备、仪器仪表的制造（限分公司经营）；医疗器械的维修及租赁；电子产

品、电子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仪器仪表的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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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1,374.66 万元，

净资产 776.80 万元，2021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550.25 万元，净利润-224.59 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达诺

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达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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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达诺智能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玉溪市应急气源储备中心工程泡沫装置、紫外线净水仪等消防设

备，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0.9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达诺智

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玉溪市应急气源储备中心

工程泡沫装置、紫外线净

水仪等消防设备 

20.90 0.00 

合计 20.90 0.00 

 

（二十）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国企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龙华街道温州商城 23 栋 2 楼 

法定代表人：廖志文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煤炭及制品批发零售；煤炭信息咨询服务；煤炭供应链管理；质检技术

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计算机系统集

成；房屋、办公及机械设备租赁等。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 77,981.51

万元，净资产 37,960.77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7,162.57 万元，净利润

1,525.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省煤炭交

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省煤炭交易（储配）中心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

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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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煤炭交易（储

配）中心有限公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5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省煤炭交易

（储配）中心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

其采购原煤 
2,500.00 0.00 

合计 2,500.00 0.00 

（二十一）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690 号金鼎科技园内十八号平台办公楼 1 楼

102-630 号 

法定代表人：余兴旺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货物运输代理；物流方案的设计；装卸搬运；通用

仓储；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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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总资产 197,575.80 万元，净资

产 27,894.85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4,211,444.27 万元，净利润 597.3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能物流（云南）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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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能物流（云南）有

限公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5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能物流（云南）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

其采购原煤 
2,500.00 0.00 

合计 2,500.00 0.00 

 

（二十二）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滇中新区大板桥街道云水路 1 号智能制造产业园 A1 栋 610 号  

法定代表人：何娟娟 

注册资本：123247 万元 

经营范围：化工及化纤材料、水泥、氧气产品的销售，机械，机电，五金，金属材

料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汽车货运运输、汽车维修经营；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技术，纯碱、氯化铵

销售，化肥销售，煤炭销售；焦炭销售；石油焦销售；豆粕销售；铁矿石销售；非金属

矿及制品、铜矿石、控制柜的销售，从事商业经纪业务，废旧金属制品回收与销售（涉

及行业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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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42,290.09 万元，净资产

33,164.67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4,058.77 万元，净利润 1,452.94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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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

司采购原煤，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5,0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云维股份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

其采购原煤 
5,000.00 0.00 

合计 5,000.00 0.00 

 

（二十三）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兴隆公司沾化宾馆 7 号楼 

法定代表人：邢爱民 

注册资本：13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有机硅单体及配套工程项目筹建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171,896 万元，净资

产 45,633.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因项目目前尚处于投料试车阶段，未产生收入及利润。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硅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处于项目建设期，项目投产后能充分带动上下游产

品的一体化发展，有机硅项目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硅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采购水电，并向其销售天然气、蒸汽等，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0，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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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硅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

其采购原煤 
255.46 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

其销售天然气、蒸汽等 
20,616.94 0.00 

合计 20,872.40 0.00 

 

（二十四）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马塘工业园区（白革龙） 

法定代表人：邢爱民 

注册资本：36,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石、石灰、石灰石；烧碱及其后加工产品；液氯、盐酸、次氯酸钠、

氯化钙、三氯化铁、氯乙烯单体、聚氯乙烯及其后加工产品；其他有机及精细氯产品；

电石渣水泥的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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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132,237.66 万元，净资产

34,197.24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84,174.27 万元，净利润 518.78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是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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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售工业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7,95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天冶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工业盐 
7,950.00 4,103.82 

合计 7,950.00 4,103.82 

（二十五）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海源北路 6 号高新招商大厦 

法定代表人：宁德刚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煤炭开采；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矿产资源勘查；

建设工程勘察；测绘服务；建设工程监理；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安全生

产检验检测；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肥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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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炭洗选；炼焦；

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安全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仪器仪表修理；建筑材

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肥料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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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335.97 亿元，净资产

155.10 亿元；202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91.11 亿元，净利润 1.28 亿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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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省煤炭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省煤炭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日化盐 
100.00 0.00 

合计 100.00 0.00 

 

（二十六）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红河州蒙自市红河综合保税区围网区内能投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昊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项目进行管理（不得从事融资、集资及发放贷款等

金融业务）；仓储、理货、搬运；场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进出口商品代理报关、报

检、出口退税业务代理服务；供应链管理；建筑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橡胶及橡胶

产品、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的销售；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食品、副食品、农产品、农副产品、水果、蔬菜的加工、包装及销售；进出口

产品加工、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制作料的生产加工；普通公路货运、中转联运（均限本公

司经营保税货物）；国际货运代理；检测维修和售后服务；商品展示；电子商务服务；

物业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白糖、红糖、黄糖、果糖、冰糖、淀粉糖、预包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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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及酒的销售；第一类、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智能仓储装备、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海关监管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保税物流中心经营；物联网应用服务；品牌管理；

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代理、制作及发布；国内贸易、电子商务；针纺织品、日用

百货、母婴用品、服装鞋帽、玩具、化妆品、电子产品、互联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设备制造、销售。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 944.66 万元，净

资产 928.20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5 万元，净利润-43.06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红河综保区能投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红河综保区能投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红河综保区能投

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日化盐 
10.00 0.00 

合计 10.00 0.00 

（二十七）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旭 

住所：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麟凤镇金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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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2773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煤炭、电力项目投资、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中小水电投资、开发、

建设、生产经营；供电、供热业务；电力生产及销售；电力输配、电力调度；电力贸易；

配电网建设、运营；电力增值服务。矿产、冶金项目投资、开发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机电类特种设备（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改造、维修等（经

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总资产 532,114.05 万元，净资

产 107,434.52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243.45 万元，净利润-15,650.19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威信能源有

限公司销售日化盐，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威信能

源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日化盐 
20.00 0.00 

合计 20.00 0.00 

 

（二十八）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二环西路 220 号云南软件园 B 座五楼 524-6-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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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文杰 

注册资本：3100 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及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应用；工业自动化设备、防火材料、

金属材料、电线电缆、电气机械器材、电子产品、箱式变电站、电站辅机设备、仪器仪

表、阀门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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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0,965.24 万元，净

资产-12,451.28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539.44 万元，净利润-272.35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该项关联交易是云南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云南能投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供应蒸

汽，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负责供应天然气燃料和租赁气化站，在云南

能投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按时正常支付天然气款时由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直接

把天然气结算款支付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较好，不

存在履约风险。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有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并向其出租气化站，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122.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有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

其销售天然气 
1,100.00 8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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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租赁 
向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租赁气化站 
22.00 17.64 

合计 1122.00 905.60 

 

（二十九）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筇王路 49 号国茶港 23 楼 03 号 

法定代表人：廖志文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应用、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及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联网技术服

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装卸搬运；包装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集装箱道路运

输；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代理；通用仓储；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增

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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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总资产 10,014.67 万元，

净资产 2,418.53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58,713.94 万元，净利润 738.5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志合通科技（云

南）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

限公司提供公路运输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00.00 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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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志合通科技（云

南）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云志合通科技（云南）有

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有限

公司提供公路运输服务 

200.00 255.87 

合计 200.00 255.87 

 

（三十）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德润春城花园德润商务中心写字楼 18 幢 16 层 1601-1624

室 

法定代表人：谢建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公路工程、环保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电子智能化工程、防水防腐保温

工程、钢结构工程、古建筑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预拌混凝土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桥梁工程、输变电工程、隧道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基工程、

公路路面工程、土石方工程的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活动；工程设计活动；河

湖整治工程建筑；住宅房屋建筑；体育场馆建筑；施工劳务；公共建筑装饰和装修；住

宅装饰和装修；建筑幕墙装饰和装修；建筑物拆除活动；场地准备活动；提供施工设备

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地产租赁经营；普通机械设备

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光伏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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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 220,942.56 万元，净资

产 17,166.64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0,417.18 万元，净利润 1,666.08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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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南能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

有限公司提供开远-蒙自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外电接入工程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

易金额 1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提供开远-蒙自支线天然

气管道工程项目外电接入

工程 

100.00 0.00 

合计 100.00 0.00 

 

（三十一）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云上小镇 9 栋 328 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龙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设备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库和数据

中心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通信器

材的生产、销售；电信设备的维修、维护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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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5,774.14 万元，

净资产 5,164.81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877.88 万元，净利润 833.8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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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数字经

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

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经营需要，云南能投数字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 OA

系统、数字能投、小鱼端口业务及档案信息系统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145.5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数字经

济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OA

系统、数字能投、小鱼端

口业务及档案信息系统服

务 

145.50 0.00 

合计 145.50 0.00 

 

（三十二）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仕林街云上小镇 6 栋 12 号 305 室 

法定代表人：汪洁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信息安全技术研发、生产、服务和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检测；网络信息、计算机软硬件及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服务、转让、咨询；

展览展示服务；互联网技术服务；网络工程设计、施工；销售五金交电、电子元器件、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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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 2,049.0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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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944.73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90.39 万元，净利润 -157.70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启明星

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云南能投启明星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机房及网络

安全维保业务等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22.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启明星

辰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为公司提供机房及网络安

全维保业务等服务 
22.00 16.26 

合计 22.00 16.26 

（三十三）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 616 号云南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周立新 

注册资本：100,805.700201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咨询、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网络、

信息、数据技术服务；电子工程管理咨询、通信信息工程管理咨询；电子政务系统集成；

云计算平台、云计算应用、云计算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及应用；计算机系统集成

及综合布线；计算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及租赁；工业自动化系统设备的设计、

开发及销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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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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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1,136.90 万元，净

资产 891.07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459.54 万元，净利润 54.59 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实际需要，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

限公司提供食盐追溯系统租用云服务，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信息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云南能投信息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提供

食盐追溯系统租用云服务 

40.00 0.00 

合计 40.00 0.00 

 

（三十四）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加坡产业园 II-8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杨玲 

注册资本：5,500.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汽车租赁；摩托车租赁；电力、电子信息设备租赁；充电设施租赁及充

电服务；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特种设备租赁；汽车维修和保养；汽车配件销售；摩托

车配件销售；乘用汽车销售；二手汽车销售；机电设备安装；国内贸易、物资供销；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究开发；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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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安装及维护；电力设备及器材的生产、销售；电力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根据道路运输许可证具体开展实际经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滇 B2-20170023，核定的经营范围开

展具体经营）；汽车装饰装潢；停车场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泊车服务；立体停车库

运营管理；汽车客运服务（须按昆明市客运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具体范围和明确有效时

限开展经营）（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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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74,431.36 万元，

净资产 4,924.02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82.86 万元，净利润 540.33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承租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车辆，2022

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44.62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智慧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租赁 

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汽车租赁服务 

244.62 174.31 

合计 244.62 174.31 

 

（三十五）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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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北路 6 号招商大厦 3 楼 

法定代表人：李春明 

注册资本：185,550.77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

的建设、经营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材料及配件的销售。（依法经项

目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267,702.42 万元，

净资产 206,132.23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3,940.4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租赁进场道路，2022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100.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资产租赁 

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租赁进

场道路 

100.00 0.00 

合计 100.00 0.00 

 

（三十六）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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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 

法定代表人：胡春锦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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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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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1 年 10 月 31 日，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总资产 353,282.74 万元，净

资产 225,173.26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7,688.95 万元，净利润 6,274.88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

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租赁云能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办公场所，本次预计增

加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5.59 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云能融资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 

资产租赁 公司租赁其办公场所 25.59 0.00 

合计 25.59 0.00 

 

（三十七）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吕永钟 

注册资本：138,032.7677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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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对盐产品生产、加工、储运的组织管理；销售：盐产品，包装材料、盐

化工产品；海洋资源开发；商业信息咨询；批发、销售：预包装食品（含酒精饮料）、

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五金、交电、酒类、多品种食盐、工业盐、粮油、糖果

蜜饯、烹调佐料、食品添加剂、水产品、日用化工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工艺品、

化工产品、氯化铵、复合肥、化肥、工业生产资料；生产、销售：海水养殖用盐、饲料

添加剂氯化钠；仓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租租赁；销售、研发：盐产品及日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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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326,230.00 万元，净

资产 299，482.00 万元；2021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91,598 万元，净利润 8,399.0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杨建军及公司董事、

财务总监邓平担任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食盐产品等，2022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2,400.00万元。具体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具体内容 
2022年预计交易 

金额（万元） 

2021年截止 11月

30日发生金额 

（万元） 

广东省广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向其

销售食盐产品等 
2,400.00 0.00 

合计 2,400.00 0.00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 

1、原煤采购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结合2022年度原煤需求计划采用公开招标确定入围

合格供应商的方式组织采购活动，确定入围合格供应商招标的同时确定2022年一季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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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商，后续根据生产需要组织入围供应商进行竞争性谈判，选取原煤供应商。入围年限

内视供应商履约情况及生产计划需求适时增补或删减入围供应商。 

2、产品包装物（卷膜、编织袋、纸箱、标签等）采购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结合2022年度包装物需求计划采用竞争性谈判确定

合格供应商的方式组织采购活动，并根据原料价格波动情况制定价格调整机制，适时与

供应商协商进行价格调整。 

3、公路普货运输服务及铁路集装箱运输服务采购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2022年公路普通货物运输采用物流竞价平台、集装

箱代理运输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运输服务商。 

4、烧碱（30%液碱、50%液碱）、纯碱采购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结合2022年度需求计划采用竞争性谈判确定合格供

应商的方式组织采购活动，并根据价格波动情况制定价格调整机制，适时与供应商协商

进行价格调整。 

其他销售、服务等关联交易均将比照市场行情，定价依据市场情况确定。 

通过上述方式与措施，确保2022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且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发展的需要，上述关联人经营

稳定，经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

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对公司降低成本，开拓市场

具有积极作用，无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公司（含子公司）2022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

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公司（含子公司）2022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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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含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2021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含子公司）2022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

产经营与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含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获得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1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与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