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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人 证书编号 权证用途 面积（㎡） 土地位置 使用期限

1 蓝天燃
气

长国用（2009）字
第 200909276 号 公共设施 196.00 长葛市溢水

路南段东侧 至 2058.11.19

2 蓝天燃
气

长国用（2009）字
第 200909275 号 公共设施 6, 153.16 长葛市溢水

路南段东侧 至 2058.11.19

3 蓝天燃
气

遂国用（2009）第
056 号

遂平分输站
建设用地 4, 559.30

遂平县常庄
乡徐店村八
组

至 2059.7.22

4 蓝天燃
气

临国用（2009）第
000036 号

管道运输用
地 4, 516.50

临颍县逍襄
路杜曲段北
侧

至 2058.12.12

5 蓝天燃
气

临国用（2009）第
000037 号

管道运输用
地 85.70 逍襄路杜曲

段北侧 至 2058.12.12

6 蓝天燃
气

新土国用（2009）
第 059 号 管道运输 7, 495.62 新郑市和庄

镇尹庄村 至 2058.12

7 蓝天燃
气

新土国用（2009）
第 065 号 管道运输 5, 890.80 薛店镇西场

李村南侧 至 2059.2

8 蓝天燃
气

漯国用（2010）第
001400 号

公共基础设
施用地
（2B1）

4, 870.50 漯河市源汇
区潘庄村 至 2059.8.13

9 蓝天燃
气

西国用（2009）第
157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93.50

西平县棠溪
大道 107
国道以西路
北

至 2059.10.31

10 蓝天燃
气

西国用（2009）第
156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121.00

西平县棠溪
大道 107
国道以西路
北

至 2059.10.31

11 蓝天燃
气

西国用（2009）第
158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4, 288.30

西平县棠溪
大道 107
国道以西路
北

至 2059.10.31

12 蓝天燃
气

驻市国用（2010）
第 8567 号 工业用地 20, 507.55

驻马店市橡
林乡周湾村
（驿城大道
南段东侧）

至 2054.11

13 蓝天燃
气

许昌县国用
（2010）字第
2010203 号

工业用地 513.43 建安区将官
池镇石庄村 至 2060.8.30

14 蓝天燃
气

许昌县国用
（2010）字第
2010204 号

工业用地 491.40 建安区尚集
镇胡寨村 至 2060.8.30

15 蓝天燃
气

长国用（2010）字
第 201006330 号 公共设施 324.12

彭花公路南
侧、京珠高
速公路东侧

至 2060.7.20

16 蓝天燃
气

长国用（2010）字
第 201006331 号 公共设施 195.08

彭花公路南
侧、京珠高
速公路东侧

至 2060.7.20

17 蓝天燃
气

确国用（2010）第
1203636-1 号 公共设施 180.00

确山县竹沟
镇竹沟村六
组

至 2060.10

18 蓝天燃
气

确国用（2010）第
1204059-1 号 公共设施 180.00

确山县三里
河乡秀山村
田庄

至 2060.10

19 蓝天燃
气

泌国用（2010）第
2010083 号 工业用地 180.00

泌阳县高邑
乡孙桥村古
张洼北组

至 2060.9

20 蓝天燃
气

泌国用（2010）第
2010082 号 工业用地 6, 266.75

泌阳县双庙
乡韩岗村大
门庄组、大
刘庄

至 2060.9

21 蓝天燃
气

驿城区国用
（2010）字第 823
号

城市基础设
施和公用事
业用地

180.00

驻马店市驿
城区朱古洞
乡窑后村窑
后村民组

至 2060.9.20

22 蓝天燃
气

唐国用（2011）第
0001 号 工业用地 179.00 唐河县大河

屯镇乔庄村 至 2060.10

23 蓝天燃
气

唐国用（2011）第
0002 号 工业用地 5, 353.00 唐河县古城

乡阚庄 至 2060.10

24 蓝天燃
气

漯国用（2013）第
003835 号

公共设施用
地（086） 740.20 漯河市商桥

镇商西村 至 2063.7.2

25 蓝天燃
气

温国用（2013）第
000115 号 管道运输 400.00 温县赵堡镇

北平皋村北 至 2064.3.26

26 蓝天燃
气

温国用（2013）第
000114 号 管道运输 100.00 温县赵堡镇

北平皋村北 至 2064.3.26

27 蓝天燃
气

荥国用（2014）第
0154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9, 563.95 荥阳市豫龙

镇赵家庄村 至 2064.6.9

28 蓝天燃
气

荥国用（2014）第
0155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100.00 荥阳市豫龙

镇赵家庄村 至 2064.6.9

29 蓝天燃
气

豫（2019）博爱县
不动产权第
0001816 号

管道运输 7, 445.80
博爱县磨头
镇前十里村
西侧

至 2064.6.29

30 蓝天燃
气

博国用（2014）第
045 号 管道运输 120.00

博爱县磨头
镇前十里村
西侧

至 2064.6.29

31 蓝天燃
气

博国用（2014）第
056 号 管道运输 400.00

博爱县金城
乡白马沟村
南侧

至 2064.6.29

32 蓝天燃
气

博国用（2014）第
057 号 管道运输 100.00

博爱县金城
乡白马沟村
东侧

至 2064.6.29

33 蓝天燃
气

许市国用（2012）
第 008000397 号 管道运输 6, 612.00 许昌市玉兰

路西侧 至 2061.12.29

34 蓝天燃
气

荥国用（2016）第
0012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100.00 荥阳市高村

乡张庄村 至 2064.6.9

35 蓝天燃
气

荥国用（2016）第
0011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400.00 荥阳市高村

乡张庄村 至 2064.6.9

36 蓝天燃
气

郑国用（2015）第
0439 号 管道运输 400.00 水磨村南侧 至 2064.12.24

37 蓝天燃
气

郑国用（2015）第
0438 号 管道运输 100.00 水磨村南侧 至 2064.12.24

38 豫南燃
气

确国用（2010）第
109339-2-2 号 公共用地 2, 065.50 确山县三里

河乡赵庄村 至 2060.5

39 豫南燃
气

汝国用（2010）第
051 号 天然气门站 2, 502.25 汝南县开龚

公路东侧 至 2060.6.16

40 豫南燃
气

平国用（2010）第
0057 号 公共服务 5, 358.00

平舆县东皇
大道西段北
侧

至 2060.6.13

41 豫南燃
气

平国用（2010）第
0058 号 公共服务 2, 778.40 工业大道南

侧 至 2060.6.13

42 豫南燃
气

豫（2019）新蔡县
不动产权第
000222 号（替换
新国用（2010）第
0530 号土地使用
权证）

其他商服用
地 2, 073.58

新蔡县月亮
湾街道办事
处人民西路
南侧

至 2068.1.29

43 豫南燃
气

豫（2019）新蔡县
不动产权第
000223 号（替换
新国用（2010）第
0530 号土地使用
权证）

其他普通商
品住房用地 6, 213.23

新蔡县月亮
湾街道办事
处人民西路
南侧

至 2088.1.29

44 豫南燃
气

正国用（2010）第
100233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6, 051.01 正阳县正汝

路东侧 至 2060.5.18

45 豫南燃
气

上国用（2010）第
2601851 号

城市基础设
施用地 225.36

上蔡县驻上
公路北段西
侧

至 2060.6

46 豫南燃
气

上国用（2010）第
2601852 号

城市基础设
施用地 8, 207.29

上蔡县驻上
公路北段西
侧

至 2060.6

47 豫南燃
气

新国用（2010）第
1122 号 工业用地 123.00

新蔡县黄楼
镇黄楼村小
黄庄东组

至 2060.10.12

48 豫南燃
气

平国用（2010）第
0628 号 公共服务 176.94 郭楼居委王

楼 13 组 至 2053.9.28

49 豫南燃
气

平国用（2010）第
0629 号 公共服务 153.11 平舆县李屯

前岗 至 2053.9.28

50 豫南燃
气

新土国用（2011）
第 196 号 办公 3, 020.48 人民路东侧

南段 至 2051.8

51 豫南燃
气

汝国用（2012）第
206 号 阀室、放散塔 130.02

汝南县梁祝
镇雷庄村杨
庄组

至 2062.7.10

52 豫南燃
气

汝国用（2012）第
205 号 截断阀室 27.86

汝南县古塔
街道办事处
刘屯居委会
七里店组

至 2062.7.10

53 豫南燃
气

驻驿国用（2014）
字第 49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108.00 驻马店市水

屯镇新坡村 至 2063.12

54 豫南燃
气

驻驿国用（2014）
字第 50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213.41 驻马店市水

屯镇新坡村 至 2063.12

55 蓝天清
洁能源

汝国用（2014）第
020 号 加油加气站 4, 223.00

汝南县城驻
新公路与西
城大道交叉
西南角

至 2054.4.9

56 蓝天燃
气

豫（2018）许昌市
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0511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144.00

许昌市建安
区京港澳高
速东侧，北
苑大道北侧

至 2067.10.25

57 蓝天燃
气

豫（2018）许昌市
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0512 号

公共设施用
地 9, 054.00

西外环路以
西，北苑大
道以南

至 2067.10.25

58 蓝天燃
气

豫（2018）许昌市
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0513 号

公用设施用
地 924.00

许昌市建安
区京港澳高
速东侧，北
苑大道北侧

至 2067.10.25

59 蓝天燃
气

豫（2018）许昌市
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0514 号

公用设施用
地 144.00

西外环路以
西，北苑大
道以南

至 2067.10.25

60 蓝天燃
气

豫（2018）许昌市
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0515 号

公用设施用
地 400.00

京广铁路以
东，北苑大
道以北

至 2067.10.25

61 蓝天燃
气

豫（2018）禹州市
不动产权第
0002710 号

工业用地 144.00
河南省许昌
市禹州市褚
河镇元木村

至 2067.12.28

62 蓝天燃
气

豫（2018）禹州市
不动产权第
0002711

工业用地 7, 943.00
河南省许昌
市禹州市褚
河镇元木村

至 2067.12.28

63 豫南燃
气

豫（2018）新蔡县
不动产权第
0000446 号

公用设施用
地 9, 501.89

新蔡县今是
街办事处平
埔村

至 2068.07.20

64 豫南燃
气

汝国用（2015）第
012 号

公用设施用
地 3, 373.60

汝南县梁祝
大道东侧、
产业集聚区
东入口对面

至 2065.8.9

65 豫南燃
气

汝国用（2015）第
013 号

其他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

用地
1, 162.00 汝南县技术

监督局西侧 至 2055.10.19

66 新长燃
气

豫（2019）长垣县
不动产权第
0007242 号

商业服务业 6, 345.79

长垣县蒲西
区山海大道
南侧、河南
新长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
东侧

至 2059.5.28

合计 182, 189.38

发行人房屋和土地用途均与生产经营相关，实际用途与权属证明所记载
的用途一致，上述土地不存在抵押的情况。

（2）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
发行人尚未获取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为 44,063.36 平方米，具体情

况如下表：
序
号 使用单位 所在县区 地址 面积

（平方米） 用途

1 蓝天燃气 新郑市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村 596.69 阀室

2 新长燃气 封丘县 封丘县王村乡刘庄村北封
黄路东 10, 433.33 办公、门站、加气站

3 新长燃气 延津县 延津县城关镇大潭村北一
公里处迎宾大道东 8, 666.67 门站、加气站

4 新长燃气 原阳县 原阳县黑羊山路北文岩渠
东 20, 166.67 门站、加气站

5 新长燃气 卫辉市 卫辉市唐庄镇铁路南马杏
线 4, 200.00 首站

合计 44, 063.36

3、专利技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无专利。
（三）特许经营权
发行人在从事城市天然气业务的各主要地区均已通过与当地政府签订

特许经营权协议的方式获得了特许经营权，截止本招股书签署日，发行人拥
有以下特许经营权：
序号 被授权单位 授权地域范

围 授权业务范围 授权有效期 授权单位

1 豫南燃气 正阳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正阳县建
设局

2 豫南燃气 上蔡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上蔡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3 豫南燃气 新蔡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新蔡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4 豫南燃气 确山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23至
2040/8/23

确山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5 豫南燃气 泌阳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泌阳县建
设局

6 豫南燃气 平舆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平舆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7 豫南燃气 遂平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8至
2040/8/18

遂平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8 豫南燃气 汝南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16至
2040/8/16

汝南县建
设局

9 豫南燃气 驻马店中心
城区规划区

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商业、
事业、团体、民用等管道燃气用户的
燃气销售；燃气工程、管网及储存、输
配等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营、管
理和维护

2010/8/20至
2040/8/20

驻马店市
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10 豫南燃气 新郑市指定
区域

以管道输送形式向用户供应天然气，
并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施的维护、运
行、抢修抢险业务等

2010/6/1至
2040/6/1

新郑市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11 新长燃气 封丘县指定
区域

以管道输送形式向居民供应天然气，
并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施的维护、运
行、抢修抢险业务等

2013/3/1至
2043/3/1

封丘县人
民政府

12 新长燃气 延津县指定
区域

包括以管道输送形式向用户供应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及其他
气体燃料，并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施
的维护、运行、抢修抢险业务等

2006/4/16至
2036/4/16

延津县人
民政府

13 东升燃气 原阳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权范围内的管道燃气业务
独家经营；特许经营权范围内的管道
燃气的投资、发展；维护燃气管网安
全运行

2007/8/23至
2037/8/22

原阳县人
民政府

14 新长燃气 长垣县指定
区域

特许经营权范围内的管道燃气业务
独家经营；管道燃气的投资、发展；维
护燃气管网安全运行等

2005/1/1至
2035/1/1

长恒县人
民政府

15 新长燃气 长垣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更新市
政管道燃气设施、以管道输送形式向
用户供应燃气，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
施的维修抢险等业务并依法收取相
应费用

2017/10/12至
2047/10/11

长垣县人
民政府

16 新长燃气 原阳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更新、改
造城市燃气设施、以管道输送形式向
用户供应燃气，提供相关燃气设施的
抢修抢险业务等并收取费用

2017/8/1至
2044/7/31

原阳县人
民政府

17 豫南燃气 西平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范围内设计、融资、建设、运营、
维护供气工程，向用户提供服务并收
取费用

2018/1/19至
2048/1/19

西平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18 豫南燃气 平舆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范围内设计、融资、建设、运营、
维护供气工程，向用户提供服务并收
取费用

2018/1/2至
2048/1/11

平舆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19 豫南燃气 汝南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范围内设计、融资、建设、运营、
维护供气工程，向用户提供服务并收
取费用

2018/1/31至
2048/1/30

汝南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20 豫南燃气 上蔡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范围内设计、融资、建设、运营、
维护供气工程，向用户提供服务并收
取费用

2018/1/18至
2048/1/17

上蔡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21 新长燃气 延津县指定
区域

在特许经营期限内，独家在特许经营
区域范围内运营、维护市政管道燃气
设施，以管道输送形式向用户供应燃
气，提供相关管道燃气设施的抢修抢
险业务等并收取费用的权利

2018/6/26至
2048/6/25

延津县住
房和城乡
规划建设

局

发行人取得的城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有利于发行人管道燃气业务的
发展，确保发行人盈利的持续性、稳定性。 发行人在特许经营期满后将继续
延长特许经营期限。 随着天然气利用工程的分期分批完成以及用户数量的
增加，发行人城市管道燃气业务的盈利能力将持续增长。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公司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况； 公司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亦不存在同业
竞争情况。 同时，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二）关联交易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 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的交易金额分别

2,742.24 万元、2,252.36 万元、3,121.26 万元和 668.63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 1.09%、0.70%、0.86%和 0.37%，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且该等关联交易具备必要性和公允性，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中油洁能 管道天然气销售 207.28 1, 759.77 1, 832.78 2, 383.80
蓝天置业 燃气安装工程 139.95 746.65 - 257.20
中原物业 燃气安装工程 - - - 64.16

中原大酒店 城市天然气销售 15.51 48.02 36.00 34.42
兴港燃气 管道天然气销售 305.89 566.67 383.24 1.53

萱缘实业 城市天然气销售、燃
气安装工程 0.15 0.34 1.15

①小计 668.63 3, 121.26 2, 252.36 2, 742.24
②营业收入 179, 065.77 363, 259.98 320, 595.61 251, 248.04
①/②关联方销售 /营业收入 0.37% 0.86% 0.70% 1.09%

1）向中油洁能销售管道天然气的情况
本公司向中油洁能销售管道天然气， 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2,383.80 万元、1,832.78 万元、1,759.77 万元和 207.28 万元， 占公司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为 0.95%、0.57%、0.48%和 0.12%，占比较小。 交易价格按照政府定价
执行，交易价格公允。由于天然气长输管道的自然垄断属性，中油洁能使用管
道天然气只能从本公司采购，导致了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中油洁能关联交易持
续发生，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该等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2）向蓝天置业提供燃气安装工程服务
本公司子公司豫南燃气向蓝天置业提供燃气安装工程服务，报告期内发

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257.20 万元、0 万元、746.65 万元和 139.95 万元，占公司
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0.10%、0、0.21%和 0.08%，占比较小。 蓝天置业在驻
马店地区进行房地产开发业务，房地产项目通常需要接通天然气，因此需要
进行燃气工程安装。豫南燃气拥有驻马店市区及周边县城的城市燃气特许经
营权，并且在燃气安装工程业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及成熟的技术，所以蓝天
置业仅能从豫南燃气采购燃气安装工程服务。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若未
来蓝天置业在驻马店地区继续开发房地产业务，该等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3）向中原物业提供燃气安装工程服务
本公司子公司豫南燃气向中原物业提供燃气安装工程服务，2017 年度

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64.16 万元， 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0.03%， 占比较
小。 中原物业在驻马店地区进行物业管理业务，中原物业管理的小区需接通
天然气，因此需要进行燃气工程安装。 豫南燃气拥有驻马店市区及周边县城
的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并且在燃气安装工程业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及成熟
的技术，所以中原物业仅能从豫南燃气采购燃气安装工程服务。 上述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若未来中原物业在驻马店地区继续从事物业管理业务，该等交
易仍将持续发生。

4）向中原大酒店销售城市天然气的情况
本公司子公司豫南燃气向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销售城市天然

气， 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34.42 万元、36.00 万元、48.02 万元和
15.51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0.01%、0.01%、0.01%和 0.01%，占比
较小，交易价格按照政府定价执行，交易价格公允。由于城市管道天然气具有
价格、供应稳定及环保优势，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选择使用城市管
道天然气作为其能源，而豫南燃气拥有驻马店市区的城市燃气管网和城市燃
气特许经营权，所以中原大酒店仅能够从豫南燃气采购天然气，导致了豫南
燃气与其关联交易在报告期内持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并且在可
预见的未来该等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5）向兴港燃气销售管道天然气的情况
本公司向兴港燃气销售管道天然气， 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1.53 万元、383.24 万元、566.67 万元和 305.89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为 0.001%、0.12%、0.16%和 0.17%，占比较小。 交易价格按照政府定价执行，交
易价格公允。 由于天然气长输管道的自然垄断属性，兴港燃气使用管道天然
气只能从本公司采购， 导致了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兴港燃气关联交易发生，并
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该等交易仍将持续发生。

6）向河南萱缘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城市天然气、提供燃气安装工程服务
本公司子公司豫南燃气向河南萱缘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城市天然气、提供

燃气安装工程服务，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
为 1.15 万元、0.34 万元和 0.15 万元， 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0.0005%、
0.0001%和 0.00004%，占比较小。豫南燃气拥有驻马店市区及周边县城的城市
燃气特许经营权， 并且在燃气安装工程业务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及成熟的技
术， 所以河南萱缘实业有限公司仅能从豫南燃气采购燃气安装工程服务，上
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2）关联方租赁
1）本公司作为出租方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出租的情况如下：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租赁起始日 租赁终止日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本公司 中油洁能 土地 2014/1/1 2027/5/16 市场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出租确认的租赁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本公司 中油洁能 10.19 40.74 40.74 40.74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中油洁能存在少量的关联租赁情况，主要是对土地
的租赁，租赁金额较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且租赁价
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租赁的情况如下：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位置 租赁期限 租赁收益

定价依据

蓝天集团 豫南燃气驻马
店分公司 房屋

驻马店市驿城区自由街
北段路东，即为院内北
楼，共计三十二间

每年一签 市场价格

蓝天投资 豫南燃气 房屋
驻马店市驿城区自由街
北段路东，即院内西边门
面楼，共计四十间

每年一签 市场价格

中原大酒店 豫南燃气驻马
店分公司 房屋

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
天大厦东侧一楼门面房
一间、三楼办公用房三
间、档案室

每年一签 市场价格

中原大酒店 豫南燃气 房屋
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
天大厦九、十、十一楼办
公区

每年一签 市场价格

报告期内，关联方向公司出租确认的租金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蓝天投资 房产 6.00 12.00 12.00 12.00
蓝天集团 房产 3.81 7.62 7.62 8.00
中原大酒店 房产 59.42 128.39 116.97 -

合计 69.23 148.01 136.59 20.00

报告期内，豫南燃气向蓝天集团、蓝天投资租赁驻马店市驿城区自由街
北段路东的院内北楼及西边门面楼，作为豫南燃气办公场所用途，租赁金额
较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且租赁价格遵循市场定价
的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本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报告期内， 豫南燃气向中原大酒店租赁驻马店市解放路 68 号蓝天大厦
东侧一楼门面房、三楼办公用房三间、九、十、十一楼办公区、档案室，作为豫
南燃气营业厅和办公场所用途，租赁金额较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且租赁价格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损害本公
司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其他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蓝天茶业 采购茶叶 75.56 87.19 99.96 117.04
中原大酒店 住宿费用 20.42 47.09 66.77 64.67

合计 95.98 134.28 166.73 181.71

1）向蓝天茶业采购商品的情况
本公司及豫南燃气与河南蓝天茶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茶

叶， 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117.04 万元、99.96 万元、87.19 万元和
75.56 万元，金额较小，交易价格以市场化为原则，价格公允。上述商务消费属
正常经营活动，未来公司仍然会发生该等关联交易，该等关联交易具有必要
性、合理性。

2）向中原大酒店采购服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豫南燃气与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关联交

易为在其处发生的餐饮费、住宿费等，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64.67
万元、66.77 万元、47.09 万元和 20.42 万元，金额较小，交易价格以市场化为原
则，价格公允。报告期内，公司及豫南燃气与驻马店市中原大酒店有限公司发
生的商务消费，属正常经营活动，未来公司仍然会发生该等关联交易，该等关
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方担保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借款及融资租赁提供担

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已
履行完
毕

1 本公司 蓝天集团 4, 000.00 2013/2/20 2016/2/19 是
2 本公司 蓝天集团 1, 000.00 2013/3/26 2016/2/19 是
3 本公司 蓝天集团 4, 000.00 2013/4/18 2016/2/19 是
4 本公司 蓝天集团 11, 000.00 2013/5/21 2016/2/19 是

5 本公司
蓝天集团

3, 000.00 2010/7/23 2015/12/30 是
李新华、王威

6 本公司
蓝天集团

10, 000.00 2011/1/5 2017/12/30 是
李新华、王威

7 本公司
蓝天集团

2, 000.00 2013/2/5 2022/2/5 否
李新华、王威

8 本公司
蓝天集团

1, 000.00 2013/7/24 2022/2/5 否
李新华、王威

9 本公司
蓝天集团

1, 000.00 2013/10/24 2022/2/5 否
李新华、王威

10 本公司
蓝天集团

2, 000.00 2013/11/28 2022/1/29 否
李新华、王威

11 本公司
蓝天集团

4, 000.00 2014/4/25 2022/2/5 否
李新华、王威

12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15/3/10 2016/3/10 是
13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5/12/14 2016/10/14 是
14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5/12/14 2016/11/8 是
15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5/12/14 2016/11/21 是
16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16/3/4 2017/3/4 是
17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6/10/19 2017/10/17 是
18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6/11/10 2017/11/10 是
19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6/11/30 2017/11/30 是
20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17/4/14 2018/4/14 是
21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7/11/30 2018/11/30 是
22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7/11/17 2018/11/17 是
23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7/10/24 2018/10/24 是
24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7/8/31 2025/12/21 否

25 本公司
蓝天投资

8, 000.00 2016/6/13 2017/6/13 是
李新华、王威

26 新长燃气 蓝天集团 10, 000.00 2009/8/27 2018/6/11 是
27 豫南燃气 李新华 13, 000.00 2016/11/8 2020/4/15 是
28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5, 000.00 2017/2/24 2020/8/23 是
29 本公司 李新华 10, 000.00 2017/8/11 2021/3/27 否
30 新长燃气 李新华、王威 9, 245.00 2018/5/30 2021/9/30 否
31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18/4/28 2019/4/8 是
32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8/10/31 2019/10/31 是
33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8/11/16 2019/11/16 是
34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9/1/25 2020/1/25 是
35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19/4/19 2020/4/19 是
36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9/10/25 2020/10/25 是
37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9/11/15 2020/11/15 是
38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19/11/25 2020/11/24 是
39 豫南燃气 李新华 4, 000.00 2019/7/26 2020/7/26 是
40 豫南燃气 李新华、王威 5, 000.00 2019/8/6 2020/8/6 是
41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10, 000.00 2020/4/3 2021/4/3 否
42 本公司 李新华、王威 8, 000.00 2020/4/30 2021/4/30 否
43 豫南燃气 李新华、王威 5, 000.00 2020/9/11 2021/9/11 否

（2）采购商品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油洁能 采购天然气 - - 15.97 -

蓝天茶油 采购食品 - 20.88 - -

合计 - 20.88 15.97 -

1）向中油洁能采购压缩天然气的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豫南燃气对其城市中压管网进行改线工程，为保证居民
用气的稳定性，豫南燃气临时向中油洁能采购压缩天然气 CNG，并将其注入
城市管网，保障了居民用气不间断。 2018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15.97 万元，占
公司当期营业成本比例为 0.01%。 以上交易属于偶发性交易，并以市场化为
原则，价格公允，该等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2）向蓝天茶油采购食品的情况
本公司、豫南燃气和蓝天清洁能源与河南蓝天茶油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为向其采购食品， 用于公司员工福利发放，2019 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20.88
万元，金额较小。以上交易属于偶发性交易，并以市场化为原则，价格公允，该
等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3）销售货物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 1-6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中油销售 提供检测服务 - 0.06 - -

本公司子公司蓝天检测向中油销售提供检测压力表服务，2019 年度发
生的交易金额为 0.06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比例较小。 以上交易属于偶
发性交易，并以市场化为原则，价格公允，该等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3、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中原大酒店 9.81 6.30 35.07 -
萱缘实业 - - 0.02 -
合计 9.81 6.30 35.09 -

预付款项
中原大酒店 - - 1.59 -
蓝天茶业 39.61 14.71 12.58 0.54
合计 39.61 14.71 14.18 0.54

（2）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6 月 30
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蓝天茶业 - 0.40 0.13 0.62
其他应付款 中原大酒店 12.35 12.35 12.35 0.29

预收款项

蓝天置业 31.77 145.92 770.15 76.42
中油洁能 12.96 36.90 9.72
兴港燃气 13.00 20.98 7.22 8.63
中原大酒店 1.95 3.04 1.89 -
萱缘实业 0.01 0.05 -
合计 46.72 182.90 816.20 94.78

七、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一）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董事会成员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会由 9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

事 3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提名人 任期

陈启勇 董事长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李国喜 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黄涛 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向焕荣 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郑启 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李保华 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王征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付浩卡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赵健 独立董事 董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任不超过 6 年。各
董事简介如下：

陈启勇先生：出生于 1967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郑州纺织工学院教师、郑州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河南华为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及天健华证中洲会计师事务所河南
分所副所长。 2007 年 9 月至今任蓝天集团董事；2010 年 6 月至今任蓝天投资
董事。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总经理；2008 年 12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李国喜先生：出生于 1969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任驻马店中油公司加油站站长，2009 年 11 月至
2011 年 7 月任中油销售执行董事兼经理；2007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蓝天
集团副董事长；2010 年 6 月至今任蓝天投资董事。 2007 年 8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董事；2008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黄涛先生：出生于 1978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
商管理硕士。 2001 年至 2003 年在蓝天集团办公室任职；2003 年至 2005 年任
豫南管道办公室主任；2005 年至 2006 年在蓝天集团负责甲醇销售业务；2006
年至 2009 年任蓝天集团人力资源部部长；2009 年至 2014 年任豫南燃气常务
副总经理；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今
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向焕荣先生：出生于 1964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工商管理硕士。 2010 年 6 月至 2020 年 2 月任中油洁能董事；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豫南燃气总经理。 2016 年 11 月至今任郑州航空港兴港燃气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06 年 6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副总经理；
2008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

郑启先生：出生于 1973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
商管理硕士。曾任液化总公司业务主管、蓝天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蓝天集团办
公室副主任。 2003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副总经理；2008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李保华先生：出生于 1983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大学本科学历。 2002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市场部经理；2008
年至 2011 年 11 月任公司市场部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1 月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2014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

王征女士：独立董事，出生于 1968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
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兼任武汉凡谷电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武汉优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江三峡能
事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武汉市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 11 月 2017 年 11 月曾任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
立董事。

赵健女士：独立董事，出生于 1976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
任黄淮学院教师，教授。 1999 年起在黄淮学院任教师，期间分别在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20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付浩卡先生：独立董事，出生于 1986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市政工程二级建造师资格。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9 月，在
中梅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从事燃气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工作；2012 年 9
月至今，在河南城建学院从事燃气与热能工程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兼任河
南燃气学会委员；2017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监事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提名人 任期

赵永奎 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扶云涛 监事 监事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王京锋 职工代表监事 职工代表大会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根据《公司章程》，本公司监事任期 3 年。 各监事简介如下：
赵永奎先生：监事会主席，出生于 1977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安徽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深圳
天中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华能发电前身河南省中原燃气电力有限公司财
务科长、豫南燃气财务总监。 2009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 月任蓝天集团财务部
长；2017 年 1 月至今任蓝天集团财务总监、2020 年 3 月至今任蓝天集团董
事；2010 年 6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扶云涛先生：监事，出生于 1982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
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9 年 7 月至 2009 年 9 月，任广发证券西安金花北
路营业部理财顾问；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本公司证券管理员；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 月，任蓝天集团资产经营管理员；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蓝天集团董事长秘书；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蓝天集团人
力资源部副部长；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蓝天集团资产经营部部长；
2018 年 1 月至今任豫南燃气上蔡分公司经理；2017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
事。

王京锋先生：监事，出生于 1976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
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2002 年 3 月至 2004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工程技术部技
术员；2004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2 月任豫南管道调度中心调度长；2008 年至
今任公司生产运行部经理、 工程技术部经理；2014 年 11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
事。

3、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

书。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任期

陈启勇 总经理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黄涛 常务副总经理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郑启 副总经理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李保华 副总经理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赵鑫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020年 1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每届任期 3 年。 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如下：

陈启勇先生，本公司总经理（个人简历详见本节招股意向书之“（一）董事
会成员”）。

黄涛先生，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个人简历详见本节招股意向书之“（一）
董事会成员”）。郑启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个人简历详见本节招股意向书之

“（一）董事会成员”）。
李保华先生，本公司副总经理（个人简历详见本节招股意向书之“（一）董

事会成员”）。
赵鑫先生：出生于 1976 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

级会计师。 曾任河南江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天健华证中洲会计师事务所
河南分所高级经理。 2016 年 11 月至今任郑州航空港兴港燃气有限公司监
事；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11 月任豫南管道财务总监；2008 年 12 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接持股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下转 C4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