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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必需的正常业

务往来，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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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3 年 3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该项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对 202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相关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

需要。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价合理，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

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要求，未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该议

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主要品名 关联人 

 年初预计金额

（万元）  

年末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销售天然

气、煤层气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53,600.00  29,323.35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3,800.00  165.68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13,400.00  14,507.27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7,000.00  6,323.87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4,917.00 1,934.49 

小计 82,717.00 52,254.66 

向关联

人购买

服务 

管道运输服

务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14,451.00 1,481.76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煤层气/LNG

采购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900.00 1,560.01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提供安装等

服务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6,300.00  106.93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40.18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5,400.00  38.59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500.00  29.71 

乌鲁木齐市鑫泰长通运输有限公司  800.00  0 

小计  13,100.00  215.41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 

提供租赁等

服务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1,000.00  11.79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6.22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800.00  0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330.00  0 

小计  2,230.00  18.01 

  总计 113,398.00 55,529.85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预计公司（含子公司）2023 年度拟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计 75760 万

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品名 关联人 定价原则 

 本次预计

金额（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品名 关联人 定价原则 

 本次预计

金额（万元）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销售天然

气、煤层

气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

公司 

发改委指导价结合市

场价 
30,000.00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发改委指导价结合市

场价 
200.00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发改委指导价结合市

场价 
20,000.00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发改委指导价结合市

场价 
7,000.00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市场价 6,000.00  

小计  63,200.00  

向关联人购

买服务 

管道运输

服务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0.00  

运输服务 乌鲁木齐市鑫泰长通运输有限公司  1,000.00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 

煤层气

/LNG采购 
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市场价 500.0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提供安装

等服务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

公司 

市场价 
200.00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0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0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0  

乌鲁木齐市鑫泰长通运输有限公司 市场价  

小计  500.00  

向关联人提

供租赁 

提供租赁

等服务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

公司 

市场价 
20.00  

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20.00  

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 

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市场价  10.00 

小计  60.00  

  总计  75,76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0 年 03 月 28 日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61 号 



法定代表人：扶刚 

注册资本：捌仟伍佰玖拾万玖仟零叁拾叁元整 

主要股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51%，公司持有 49% 

经营范围：批发、零售：石油气（液化的）、天然气（含甲烷；压缩的）；

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建材，PVC 原料，燃气具，电子产品，家用电

器，厨房用具，水处理设备及配件，钢材，燃气输配设施，仪器仪表，阀门，

管道配件，燃气用具及配件，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农畜产品，润滑油，

日用百货，办公用品，保健食品，水果，水产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玻璃钢化保制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

赁，燃气设备设施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燃气工程施工与安装；燃气配

套设施维修；燃气器具、家用电器、厨房用具及配件的安装、维修；旅行社

及相关服务；仓储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洗车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餐饮服

务；住宿服务；广告设计、制作及代理发布；城市配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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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1 年 06 月 29 日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61 号 

法定代表人：扶刚 

注册资本：叁仟贰佰捌拾万元整 

主要股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51%，公司持有 4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建设工程设计；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建设工程施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危险废物经

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旅游业务；餐饮服务；餐饮服务

（不产生油烟、异味、废气）；住宿服务；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

物）；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电气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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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深海石油钻探设备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

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充电

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子元器件批发；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

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仪器仪表修理；电气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金属工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通

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工仪器仪表销售；工程管理服务；

防腐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

视听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家电零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

售；国内贸易代理；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智

能仓储装备销售；采购代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洗车服务；居民日常

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文具用品零售；平

面设计；文具用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食品用洗涤剂

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包装专用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电子烟雾化器（非烟草制

品、不含烟草成分）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

大气污染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保健食

品（预包装）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服装服饰 

3、五家渠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0 月 14 日 

住所：新疆五家渠市幸福路 511 号 

法定代表人：于新良 

注册资本：壹亿零伍佰叁拾柒万伍仟壹佰零伍元整 

主要股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51%，公司持有 49% 

经营范围：压缩天然气零售；管道燃气（天然气）；汽车加气站（CNG）



燃气管道安装；燃气用具、天然气输配和供应、压缩天然气供应、建筑材料、

钢材、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械设备、日用杂品批发、零售；房屋租赁；

设备租赁；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

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

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

健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水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化

妆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针纺织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化肥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

药品零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农、林、

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

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音响设备销

售；通讯设备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

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仪器仪表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管道运输设备

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消防器材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

表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

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轮胎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机动车

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机动车改装服务；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

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户外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教学用模型及教

具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门窗制造加工；喷涂加工；涂

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出版物零售；音像制品出租；音像制品制作；

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物联网应用服务；进

出口代理；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对外承包工程；土地使用权租赁；

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征信业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餐饮服



务；住宿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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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阜康中石油昆仑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 年 07 月 29 日 

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乌奇路南 

法定代表人：徐伟林 

注册资本：伍仟零壹拾捌万捌仟零玖拾元整 

主要股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51%，公司持有 49% 

经营范围：燃气汽车加气经营；燃气经营；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充电桩销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家用电器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阀门和旋塞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酒类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鲜肉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润滑油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保健食品销售；新鲜

水果零售；水产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

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化妆品零售；轮胎销售；汽车装饰用

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音响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化

肥销售；药品零售；母婴用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销售代理；电力电子元

器件零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肥料销售；进出口代理；

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出版物互联网销售；机动车

充电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物）；机动车改装服务；汽车修理和

维护；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住房租赁；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机动车维修和维护；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

徕、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洗车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票务代理服务；餐饮服

务；住宿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广告制作；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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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乌鲁木齐市鑫泰长通运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05 月 12 日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 5509 号 

法定代表人：杨雷 

注册资本：壹仟叁佰万元整 

主要股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持有 51%，公司持有 4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烟草制品零售；酒类经营；药品零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

工程施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餐饮服务；小餐饮；住宿服务；城市配送运

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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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机械设

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充电销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五金产品批发；机械设

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

售；家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母婴用品销售；

户外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仪器仪表

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鲜肉零售；食用

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水产品零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润滑油销

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水果批发；针纺织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

备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纸制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

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出租；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音响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化肥销售；轮胎销

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

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

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

劳务派遣）；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图文设计制作；特种设备出租；普通机械

设备安装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洗车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外卖递送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1 年 07 月 27 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军杜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付斌 

注册资本：捌拾伍亿陆仟万元整 

主要股东：昆仑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100%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保险经纪业务；燃气汽车加气经营【分支机构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零售【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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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燃气器具生产；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石

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住房租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计量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仪器仪表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服务；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维修；日用品销售；日用电器修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07 月 16 日 

住所：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嘉峰镇郭南村 

法定代表人：徐劲仓 

注册资本：27,733.333333 万人民币 

主要股东：重庆卓荣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8.46887%、深圳标准多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6.80965%、山西晋联润通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15.75325%、三峡国际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1.90032%、中联煤层气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 7.06792%。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煤层气输气管网的建设、经营管理；燃气经营：

煤层气输配、煤层气销售（有效期至 2022 年 04 月 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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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重要子公司新疆鑫泰压缩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博湖县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和硕县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焉耆县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库车市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

的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构成公司的

关联法人。 

公司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燃气”）签署《股权收

购合同》，分别以人民币 27,364.93 万元、3,504.20 万元、5,550.32 万元、

14,098.48 万元、700.37 万元将持有的米泉市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

齐市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阜康市鑫泰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渠市鑫泰

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鑫泰长通运输有限公司各 51%股权转让给昆

仑燃气，故上述 5 家公司由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控制，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上述 5 家公司也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鉴于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新合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增资取得山西

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相关规

定，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各关联人均依法注册成立，合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前期同

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厘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3 年度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日常经营需要，能

够充分发挥关联方拥有的专业资源和优势，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公司

市场竞争力。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所必需的正常业

务往来，公司收入和利润来源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关联交易依据

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

利益。 

特此公告。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