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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中州企业物流资产进行整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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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物流中州”）、河南中州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物流”）

及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州铝业”）的物流资产进行整合，整合

将分步实施。整合完成后，物流中州将成为中州企业物流资产的统一管理平台。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敖宏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参与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实现对中州企业物流资产的统一管理，提高物流效率，公司拟对物流中州、

中州物流及中州铝业的物流资产进行整合，其中：（1）物流中州为公司的附属公

司，由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物流”）和河南中州铝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州铝厂”），分别持股 60%和 40%，中铝物流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中州铝厂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

之全资子公司中铝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中州物流为中州铝

厂的全资子公司；（3）中州铝业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整合将分三步实施： 

1．中铝物流、中州铝厂及中州铝业增资物流中州 



物流中州现有股东中铝物流、中州铝厂及拟引入的新股东中州铝业拟通过协

议方式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对物流中州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18,531.83 万元，其中：人民币 6,709.82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人民币

11,822.01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物流中州的注册资本将由目前

的人民币 2,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8,709.82 万元。 

根据北京京港柏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港柏鉴”）基于评估基

准日2019年6月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物流中州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作出的最终评

估结论，物流中州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6,359.32万元，净资产

评估值为人民币6,648.57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289.25万元。各股东方同意以物

流中州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扣除物流中州于评估基准日之前形成的部

分可分配利润向原股东中铝物流和中州铝厂分红（人民币1,124.78万元）后的金

额作为确定物流中州股东权益价值的依据，本次增资完成后，中铝物流、中州铝

厂及中州铝业对物流中州的持股比例分别为46.36%、14.06%及39.58%。 

由于中州铝厂为中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物流中州吸收合并中州物流 

上述增资完成后，物流中州拟以协议方式吸收合并中州铝厂之全资子公司中

州物流，交易对价以物流中州及中州物流经评估后净资产价值为基础，考虑物流

中州上述增资及中州物流对原股东分红后的金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24,055.62

万元和人民币 3,147.56 万元。吸收合并完成后，中铝物流、中州铝厂及中州铝

业预计将分别持有物流中州约 41%、24%及 35%的股权。由于中州物流及中州铝厂

均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铝集团之附属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物流中州收购中州铝业物流资产及相关负债 

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后，物流中州以协议方式收购中州铝业物流资产及相关负

债，交易对价为该等资产及负债经评估后净值，约为人民币 12,650.18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香港上市规则下的关联交易。 



本次中州企业物流资产整合分步骤实施，上述有关物流中州吸收合并中州物

流及物流中州收购中州铝业物流资产及相关负债的交易将待物流中州增资完成

后实施，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交

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20年 3月 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公

司拟对中州企业物流资产进行整合的议案》，关联董事敖宏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董事审议通过了议案。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整合所涉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物流中州 

公司名称：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西工区花庄车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振江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站经营(搬运装卸、仓储服务、货运代理)，

铁路运输机械租赁，煤炭、焦炭、重油、石油焦(以上均不含仓储)、金属材料、

废旧金属批发、建材、金属与矿产品、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机械电

子设备、制冷空调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化工产品及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汽车配件、通讯设备、初级农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前，中铝物流持股 60%，中州铝厂持股 40%。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物流中州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17,738.3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0,352.36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7,385.94

万元。2019 年度，物流中州营业收入人民币 150,401.3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020.01 万元。 



2．中州物流 

公司名称：河南中州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西工区花庄车站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小凯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运站经营（货运代理）；煤炭零售；谷物、

豆及薯类、金属与金属矿、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贸易代理；

装卸服务；铁路运输机械租赁；国内铁路货运代理、液碱批发、零售；矿产品经

营；物流园区开发建设营运服务；铁路运输维护活动；铁路运输网管理服务；润

滑油、汽车配件、轮胎、橡胶制品、车用尿素的销售。 

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前，中州物流为中州铝厂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州物流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9,474.6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7,018.54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456.07 万

元。2019 年度，中州物流营业收入人民币 8,256.90 元，净利润人民币 207.05

万元。 

3．中州铝业 

公司名称：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修武县七贤镇中州铝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7,123.5005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涛 

经营范围：氧化铝、化学品氧化铝系列产品生产、销售；矿石销售；水、电、

汽及工业用气的生产、销售；机械设备、备品、备件、非标设备、机电设备、运

输及工矿设备、环保设备设计、安装、检修等业务。 

股权结构：中州铝业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州铝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802,167.2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52,366.2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49,800.94 万元。2019 年度，中州铝业营业收入人民币 610,031.69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24,977.93 万元。 

4．中铝物流 

公司名称：中铝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 12 号 1219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96,429.116814 万元 

法定代表人：曾庆猛 

经营范围：承办海运、空运、陆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

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保险、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仓储服务(不在北京设立仓储或物流基地)；

货物打包服务；销售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汽车零配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出租

商业用房;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交通运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运输代理服务；普通货运；国际船舶运输；国际道路运输。 

股权结构：中铝物流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铝物流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

币 181,483.3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61,920.6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19,562.75

万元。2019 年度，中铝物流营业收入人民币 650,845.5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14,948.64 万元。 

5．中州铝厂 

公司名称：河南中州铝厂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修武县七贤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姜小凯 

经营范围：氧化铝、氢氧化铝销售；铝基材料、钙基材料、选矿材料等新材



料的生产、销售；氧化铝、特种氧化铝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服务；

赤泥综合利用产品及技术的研发；赤泥选铁分砂,赤泥、铁精粉、高铁砂及其化

合物的生产、销售；劳务输出、劳务外包；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设备租赁，

房屋维修；广告业务；节能技术服务等业务。 

股权结构：中州铝厂系公司控股股东中铝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中铝资产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公司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州铝厂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人民币 58,021.39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0,282.15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37,739.24 万元。2019 年度，中州铝厂营业收入人民币 25,763.62万元，净利润

人民币 2,240.74万元。 

三、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中州企业物流资产整合分步骤实施，所涉及相关交易协议根据整合进展

分别签署。2020年 3 月 26日，中铝物流、中州铝厂、物流中州和中州铝业签署

了《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各方： 甲方：中铝物流 

乙方：中州铝厂 

丙方：物流中州 

丁方：中州铝业 

增资形式、 

金额与对价： 

本次增资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9年 6月 30日，经评估，丙方

评估值为人民币 6,648.57 万元。甲方、乙方、丁方均同意

在进行增资前，甲方、乙方对丙方评估值中基准日前形成的

部分可分配利润先进行分红，丙方向原股东甲方和乙方共分

红人民币 1124.78万元。 

甲方、乙方、丁方分别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

7,839.03万元、1,171.69 万元、9,521.11万元，共计人民

币 18,531.83万元对丙方增资，以前述对丙方的评估值扣除

前述分红后的价值人民币 5，523.79万元作为计算各方持股

比例的依据，增资款中人民币 6,709.824233 万元计入实收

资本，剩余人民币 11,822.0057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丙方



的 注 册 资 本 由 人 民 币 2,000 万 元 变 更 为 人 民 币

8,709.824233 万元。本次完成增资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如

下：甲方持股 46.36%，乙方持股 14.06%，丁方持股 39.58%。

在本协议签订至丙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甲、乙双方

承诺不对资产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之间的利润进

行分配，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日之间形成的可分配利

润，由未来整合后的丙方全体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本次增资完成后，丙方仍然为甲方的控股子公司。 

增资款交付： 自协议生效日（交割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甲方、乙方、

丁方将本次增资涉及的增资款项支付至丙方指定银行账户。 

工商变更： 自交割日起 45 个工作日内，丙方应当组织召开股东会、董

事会审议增资后修改的公司章程、选举董监事并完成工商变

更手续。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之义务、

承诺或保证或其陈述、承诺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

均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约定。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

行为而产生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

的合理费用）、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及其它实现债权的

费用。 

协议生效： 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生效： 

（1）本协议的内容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或签章）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2）本次增资经各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同意。 

公司将根据物流资产整合实施进度，在之后相关交易协议签署时，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以物流中州为主体对中州企业物流资产进行整合，有利于实现中州



企业物流业务的统一管理，以存量带动增量，充分发挥整合效益和整体物流平台

优势，降低物流中州运行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发展物流产业，符合公司及股

东整体利益；本次交易系按正常商业条款而进行的交易，体现了公允、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6 日 

 

备查文件：1.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确认意见 

3.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5.河南中州物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6.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物流资产及相关负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7.中铝物流集团中州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