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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3     证券简称：广汇物流     公告编号：2020-049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设立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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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股标的名称：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项目出资 4.54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金 1,892万元，

占注册资本金总额的 18.92%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公司物流主业扩张整合速度，不断发掘现代物流产业链中 

具有发展潜质的项目，重点布局商贸物流、冷链物流、能源物流业务

的新疆区域市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方针政策，公司与中国铁路乌鲁木

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资建设经营将

军庙至淖毛湖铁路合同书》，拟出资组建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将淖铁路公司”）建设、经营将军庙至淖毛湖铁路（以下简

称“将淖铁路”）。 

2020 年 6 月 18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7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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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892万元，设立将淖铁路公司，占该公司注册资

本 1 亿元的 18.92%。将淖铁路项目投资总额为 96.98 亿元，项目资

本金为 24 亿元，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45,400 万元，占该项

目资本金的 18.92%。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此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该议案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包括本次投资，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发生未临时披露的相同类别

的交易事项累计金额为 63,9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方

式 

投资方/交易对

方 
投资/交易标的 

投资/交易

金额 

标的公司主要

业务 
备注 

1 新设 

新疆亚中物流

商务网络有限

责任公司  

霍尔果斯汇创意

商业策划咨询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商业策划、咨

询 

2019年 8月 8日取

得营业执照 

2 增资 

新疆亚中物流

商务网络有限

责任公司 

汇融通(成都)供

应链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8,000.00 采购、销售 

2020年 5月 15日增

资至 19000万元，5

月 15日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3 参股 
广汇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将淖铁路有

限公司 
45,400.00 

铁路建设及铁

路货物运输 
本次审议事项 

合计： 63,900.00     

 

二、投资合同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卡拉麦里

路 50号鑫城商业楼 2 栋 207室（五彩湾）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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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杨顺清 

经营范围：铁路工程建筑；铁路货物运输；铁路运输维护活动；

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装卸搬运；通用仓储；其他危险品仓储；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工程设计活动；互联网广告服

务；其他广告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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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系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研究加快推进将

军庙至淖毛湖铁路、乌将线增二线扩能改造项目前期工作的会议纪要》

（新政阅〔2020〕14 号）、《关于推进将军庙至淖毛湖铁路等重点项

目建设调度会会议纪要》（新政阅〔2020〕18号）精神及工作要求投

资建设。淖毛湖至将军庙铁路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的昌

吉回族自治州和哈密市，线路东端自红淖铁路白石湖南站引出，沿天

山北麓向西，经巴里坤县、木垒县、奇台县三县北部地区，西端与乌

将铁路相接，连通兰新铁路、额哈铁路，形成出疆北部新通道。本项

目正线新建线路长度 431.668km。 

（三）投资各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南西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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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涛  

注册资本：11,185,29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铁路客货运输；货物运输保险代理；普通道路货物运

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职业技能鉴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服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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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防治服务；职业病防治服务；食品卫生检验服务；公共安全监测

服务；环境卫生检验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科技中介服务；其他卫生

服务；电影和录像的放映；住宿；餐饮；矿产品、建材、化工产品、

农畜产品、食品、饮料、日用百货的销售；铁路运输设备制造；铁路

物资招投标、采购与供销；本系统铁路及专用线、城市轨道交通的勘 

测、设计、施工和基建项目的发包与管理；铁路运输抑尘服务；仓储、

装卸搬运服务；其他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铁路运输设备、汽车租赁；

合资铁路、地方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的受托管理；场地出租；本

系统的计算机服务、软件服务；建筑安装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锅炉压

力容器检验、衡器检测、计量检定（上述经营项目以所属单位的有效

资质证书为准）；生活服务；收取水、电、暖使用费；房屋维修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广告经营；旅游列车服务；铁路技术及

管理咨询服务；文化体育场馆的经营；文化体育培训；热力生产和供

应（上述经营项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旅客票务代理；架线和

管道工程建筑；电气安装；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建材

批发；其他化工产品批发；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电视节目制作服务，

录音制作；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文化用品设备

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乙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 462 号广场联合大厦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立德  

注册资本：239,70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履行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承担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负责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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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产（股）权管理，产（股）权收购、兼并和转让；投资及投资

收益收缴；监管全资、控股、参股企业的经营；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的贷款项目计划，签订贷款合同及协议，负责贷款本金的投放以

及贷款本息的回收和偿还；承担自治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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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方：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建国南路 218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田亚东  

注册资本：13993.8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本投资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国有资产产权交易；

国有资产产权经营；产权投资；新能源、公路、电力、矿业、水利行

业的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

物业管理；酒店行业投资管理；少数民族餐饮服务；刺绣、绣品、服

装、帐篷的加工、销售；经国家批准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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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方：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建国西路 37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朱建新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农业、煤炭、金属及其他非金属矿、石油、天然气、

旅游、文化行业的投资；对养老、健康产业的投资和建设；对自来水、

污水处理、热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住宿和餐饮服

务；仓储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股权投资；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



6 

咨询服务；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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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方：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东路 262 号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桢远 

注册资本：496539.776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道路、桥梁、码头、机场跑道、水坝的土建工程；隧

道、铁路、地下工程、地铁工程、市政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和维修；

房屋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物业管理；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预制；职工培训（仅限

企业内部职工）；公路工程及其它土建工程的试验检测；对外承包工

程业务、对外派遣实施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工程设计与咨询；工程技术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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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方：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

道 840 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沈金生 

注册资本：645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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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承包叁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

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及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一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交通安全设施施工及安装；公

路工程施工及养护中的新技术、新型建材的开发、生产及销售，钢材、

水泥、沥青、添加剂、智能信息化设备、公路建筑材料的销售、对外

技术服务及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不动产经营租赁,

有形动产租赁；公路工程相关材料技术研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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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方：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丙 88 号 801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万民 

注册资本：215618.717813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咨询；物业管理；汽车

租赁（不含九座以上）；租赁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工程设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以上各方与公司（庚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交第二公路工程

局有限公司和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同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1、出资方式、金额、比例 

                                             单位：万元 

出资方 出资方式 注册资本出资 项目资本金出资 出资比例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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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再用轨料等实物 200 4800 2.00% 4800 

乙方 货币 200 4800 2.00% 4800 

丙方 征地拆迁费用 1416 34000 14.16% 34000 

丁方 征地拆迁费用 667 16000 6.67% 16000 

戊方 货币 2417 58000 24.17% 58000 

已方 货币 2208 53000 22.08% 53000 

庚方 货币 1892 45400 18.92% 45400 

辛方 货币 1000 24000 10% 24000 

合计  10000 240000 100% 240000 

 

2、出资方案 

本项目按照进度采取分期投资。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性质分

年度安排项目资本金到位，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出资方 
2020 年 

首期出资 

2020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合计 

甲方 80   4720 4800 

乙方 80 2880 1840 4800 

丙方 566.8 33433.2   34000 

丁方 266.8 15733.2   16000 

戊方 966.8 32855 24178.2 58000 

已方 833.2 22800 29366.8 53000 

庚方 806.4 21000 23593.6 45400 

辛方 400 13585 10015 24000 

合计 4000 142286.4 93713.6 240000 

 

3、公司管理范围：将军庙至淖毛湖站铁路及相关配套设施。 

4、建设和管理：项目委托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甲

方）建设和运输管理。 

5、建设期：本项目计划 202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23 年投入

运营，建设期 2.5 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股投资建设的将淖铁路是以煤炭集运为主的货运铁路，利

用红淖铁路与兰新铁路、乌将铁路、额哈铁路相接，成为新疆地区铁

路网中又一条出疆新通道，将有效缩短新疆至华北东北地区的运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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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与各矿区专用线共同形成一套完整的集煤系统。有利于新疆煤炭

外运通道的整合。该通道可以将准东矿区、三塘湖矿区、淖毛湖矿区

全部连接起来，可统筹解决沿线多家大型企业煤炭外运通路问题，有

利于促进新疆煤炭资源的开发外运。 

本次投资是公司夯实物流主业基础，加快商贸物流、冷链物流、

能源物流业务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公司在“一带一路”物流通道建

设地位的重要举措，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投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发生变更。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未来的运营可能会受到政策规划和审批

程序、征地拆迁补偿、技术经济、生态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影响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建设及后续经营不达预期，公司将密切关注该

公司的建设及后续经营管理状况，加强风险管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投资事项进展情况，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监管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6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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