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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22-086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子公司与红淖铁路公司延续执行《普通货物 
运输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之分公司伊吾分公司、全资子公司瓜州经销公司与红淖铁路公

司延续执行的《普通货物运输协议》是公司向广汇物流转让红淖铁路公司

92.7708%股权前所签订并持续实施的。鉴于目前红淖铁路公司股权交割已完成，

协议延续执行构成关联交易，自股权交割之日起至本年度末，预计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55,000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广汇物流及其子公司或其他关

联人未发生与铁路货物运输服务类别相关的交易，按照累加计算原则，发生与

其他类别如资产租赁、物流服务等相关的交易金额 45,942.22 万元,加之本次交

易不超过 55,000 万元，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但未达

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第八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涉及普通货物运输相关的铁路运输经营性服务协议，不涉及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及重大资产重组等情形；属于公司

战略转型整体规划的部署范畴，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经营发展能力，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为进一步聚焦公司主营业务，有效整合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发展与能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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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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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紧密相关的产业，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6 月 24 日及 7 月 26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次、第二十二

次会议及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新疆

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简称“红淖铁路公司”）92.7708%的股权全部以现金方式

转让给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汇物流”）等交易事项。经履行必要的

决策、审批及核准程序后，交易双方遵照所签署的相关协议有序推进交易实施。

目前，红淖铁路公司股权交割已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发布的 2022-040、041、042、043、053、054、055、060 及 083号公告） 

基于上述交易背景，公司之分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伊吾分公司（简

称“伊吾分公司”）、子公司瓜州广汇能源经销有限公司（简称“瓜州经销公司”）

与红淖铁路公司延续执行的有关白石湖东铁路、广汇站及淖毛湖站《普通货物

运输协议》，均是公司向广汇物流转让红淖铁路公司 92.7708%股权前所签订并

持续实施的。鉴于红淖铁路公司股权交割已完成，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红淖铁路公司为广汇物流控股子公司，上述协议的延

续执行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主要涉及普通货物运输相关的铁路运输经营性服务，有关

铁路运费、杂费及运杂费等均以相关铁路运费定价批复的规定和中国铁路总公

司相关收费标准为参考依据。红淖铁路公司股权交割前后，伊吾分公司和瓜州

经销公司所支付的铁路运费及相关杂费价格不变。定价依据合理、公允，交易

方案有效可行，具有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本次交易属于铁路货物运输服务范畴，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及重大资产重组等情形。 

（四）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广汇物流及其子公司或其

他关联人未发生与铁路货物运输服务类别相关的交易，按照累加计算原则，发

生与其他类别如资产租赁、物流服务等相关的交易金额 45,942.22 万元,加之本

次交易不超过 55,000 万元，关联交易合计金额达到 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但

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交易对方红淖铁路公司为广汇物流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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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故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23584777242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海 

注册资本：叁拾玖亿柒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1日 

住    所：新疆哈密地区伊吾县淖毛湖兴业路 1 号 

经营范围：铁路项目投资建设；铁路设施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铁路

货运代理；铁路设备租赁；铁路专用设备租赁、安装；铁路施工工程管理服务；

仓储装卸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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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权交割后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68,300 92.7708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8,000 7.05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600 0.1511 

新疆大陆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0.0252 

合计 397,000 100 

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红淖铁路公司尚未完成本次交易工商变更登记

的完整手续，但已取得伊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证明》。 

3、权属状况说明：该公司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4、资信及履约能力：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具有

较好的履约能力。 

5、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283,616,292.88 元，负债总额

5,339,839,410.89 元，净资产 3,943,776,881.99 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1,004,083,614.14元，净利润 45,369,119.27 元。（经审计）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139,949,250.20 元，负债总额

5,155,005,412.80 元，净资产 3,984,943,837.40 元；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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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为 473,110,908.58 元，净利润 36,156,382.26元。（未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

的关联交易均采用公允原则进行合理定价。本次交易涉及的铁路运费、杂费及

运杂费等均以相关铁路运费定价批复的规定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收费标准为

参考依据。红淖铁路公司股权交割前后，伊吾分公司和瓜州经销公司所支付的

铁路运费及相关杂费价格不变。 

本次交易事项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合理、公允，交易方案有效可行，具有

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所涉协议名称：白石湖东铁路环装线、广汇站铁路专用线、淖毛湖

站铁路货物线及上水线普通货物运输协议 

（二）交易类别：铁路货物运输服务 

（三）收费标准： 

本次交易涉及的铁路运费、杂费及运杂费等收费标准均以相关铁路运费定

价批复的规定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收费标准为参考依据。具体为红淖线运费

0.225 元/吨公里；货车延期占用费按照 1—10 小时：5.7 元/车小时，11—20

小时：11.4 元/车小时，21—30 小时：17.1 元/车小时，30小时以上：22.8 元

/车小时；红柳河至各到站铁路运杂费按照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价

规收取等。 

（四）交易金额：自股权交割之日起至本年度末，预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55,000 万元。 

（五）本协议未尽事宜按我国《铁路法》《安全生产法》《铁路货物运输规

程》及《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管理办法》等铁路法规执行。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之分公司伊吾分公司、全资子公司瓜州经销公司与红淖铁路公司

延续执行的《普通货物运输协议》是公司向广汇物流转让红淖铁路公司 92.7708%

股权前所签订并持续实施的。本次交易基于公司能源战略转型发展规划，切实

符合公司实际需求，不仅加强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同时依托广汇物流在能源物

流运输服务方面的专业优势，可不断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实现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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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但

相关协议的执行尚待交易对方母公司广汇物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7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子公司与红淖铁路公司延续执行<普通货

物运输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韩士发、闫军、梁逍、倪娟、谭柏

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案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我们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充分了解公司本次交易的目的、交易方案及程

序进展等有关事项，并就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广汇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分、子公司与红淖铁路公司延续执行<普通货物运输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予以事前认可。本次交易方案合理，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对方红淖铁路公司为广汇物流控股子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交易定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保持独

立性且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公司之分公司伊吾分公司、全资子公司瓜州经销公司与红淖铁路公

司延续执行的《普通货物运输协议》是公司向广汇物流转让红淖铁路公司

92.7708%股权前所签订并持续实施的。交易内容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2、本次交易对方红淖铁路公司为广汇物流控股子公司，系本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与议案存在关

联关系的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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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交易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影响公司保持独立性，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的

情形。 

2、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交易定

价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情形。 

3、本次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定价方法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

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5、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八届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

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二十七次

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分、子公司与红淖铁

路公司延续执行《普通货物运输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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