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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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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月 27 日，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

疆火炬”）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

议案获得全部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市场化操作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关

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日常的业务发展需要而进行，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

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上述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进行审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并经管理层充分论证

和谨慎决策，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原则，上述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4、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

要，且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2019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9 年预计金

额（元） 

2019 年实际发

生金额（元）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较

大的原因 

销售天然气 

 

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0 201,319.80 - 

喀什噶尔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 2,303,039.64 - 

接受土建工程 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5,600,000.00 12,550,428.73 - 

接受住宿、餐饮

服务 

喀什噶尔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0 124,994.00 - 

租赁房产 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230,833.20 - 

接受物业服务 喀什市开拓物业有限公司 30,000.00 0.00  

提供燃气设备

安装服务 

喀什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5,100,000.00 0.00 该项工程主体

尚未完工，燃

气安装暂时未

进场 

合计 - 45,880,000.00 

 

15,410,615.37 

 

- 

  



(三)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类别与金额 

基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 

发展需要，对公司 2020年至 2021年 4月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如下表：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0 年预计金

额（元） 

2021年 1-4月

（ 2020 年年

度董事会前）

预计金额（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 年 年

初 至 披

露 日 与

关 联 人

累 计 已

发 生 的

交 易 金

额（元）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较

大的原因 

销售

天然

气 

喀什建

工（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50,000.00 150,000.00 0.08 230,004

.72 

201,319.80 0.05 - 

喀什噶

尔旅游

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0.00 1,000,000.00 0.27 943,920

.12 

2,303,039.64 0.63 - 

接受

土建

工程 

喀什建

工（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10,000,000.00 4,000,000.00 6.35 0.00 12,550,428.7

3 

71.50 预计业务

量会减少 

接受

住

宿、

餐饮

服务 

喀什噶

尔旅游

股份有

限公司 

150,000.00 50,000.00 5.25 0.00 124,994.00 13.13 - 

租赁

房产 

喀 什

建 工

（ 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50,000.00 0.00 0.00 0.00 230,833.20 

 

100 - 

接受

物业

服务 

喀什市

开拓物

业有限

公司 

3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提供

燃气

设备

安装

服务 

喀什市

金龙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喀什建

工（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0 700,000.00 0.00 0.00 0.00 0.00 新增关联

方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喀什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建工集团”） 

成立时间：2001 年 12月 25日  

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人民东路 105 号  

法定代表人：赵安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1,687.5058 万元  

实收资本：11,687.5058 万元  

经营范围：砖瓦用粘土开采（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贰级，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贰级，照明机电箱、消防箱的销售（限

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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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赵安林 94.12%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08,124万元，净资产 84,56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494万元，净利润 1,715万元。 

喀什建工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赵安林系新疆火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

喀什建工集团为公司的兄弟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之（二）的有关规定，喀什建工集团与新



疆火炬构成关联关系。 

目前喀什建工集团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喀什噶尔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噶尔旅游”） 

成立时间：2003 年 01月 21日  

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色满路 144号  

法定代表人：朱国平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4,900 万元  

实收资本：4,900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持证经营）；旅游资源规划及开

发；旅游工艺美术品、日用百货的销售；房屋租赁（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

服务：娱乐，桑拿，洗浴，游泳；停车服务；会展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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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喀什建工集团 75.92%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4,169万元，净资产 1,061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23万元，净利润 358万元。 

喀什噶尔旅游的控股股东为喀什建工集团，其实际控制人赵安林系新疆火炬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喀什噶尔旅游为公司的兄弟企业，根据上交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之（二）的有关规定，喀什噶尔旅游股份与新

疆火炬构成关联关系。 

目前喀什噶尔旅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喀什市开拓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拓物业”） 

成立时间：2000 年 11月 20日  

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人民东路 10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忠孝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万元  



实收资本：50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服务；家政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主要股东：喀什建工集团 1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44万元，净资产 39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42万元，净利润-2 万元。 

开拓物业的控股股东为喀什建工集团，其实际控制人赵安林系新疆火炬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开拓物业为公司的兄弟企业，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之（二）的有关规定，开拓物业与新疆火炬构成关联关

系。 

目前开拓物业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喀什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房地产”） 

成立时间：2000 年 7月 11日  

住所：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人民东路 105 号  

法定代表人：朱国平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4,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4,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委托代建、房地产中介、二手房交易、房屋

租赁。 

主要股东：朱国平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288,194万元，净资产 375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19万元，净利润-1,325万元。  

2019 年 8 月 21 日，金龙房地产的控股股东由喀什建工集团变更为朱国平，

朱国平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喀什建工集团实际控制人赵安林系新疆火炬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十一

条之（二）的有关规定，金龙房地产与新疆火炬构成关联关系。  

目前，金龙房地产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销售商品、接受劳务及物业等服务、租赁房

产、提供燃气设备安装服务等，是根据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公司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均采用市场化定价原则，由交易双方按照公

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签订协议，并按照协议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公

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