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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概述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资产出售的事项，

截止目前为止，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就交易结构、付款条

件、付款时间等方面已经达成初步一致，由于此次交易范围较广，涉及金额较大，

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组织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相关中介机

构开展财务顾问、法律、审计和评估等各项工作。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如下： 

序号 目标公司 出售股权比例 

1 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80.00% 

2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74.00% 

3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4.00% 

4 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5 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60.00% 

6 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7 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8 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60.00% 

9 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0 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1 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2 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3 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4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15 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100.00% 



序号 目标公司 出售股权比例 

16 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100.00% 

17 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48.99% 

二、拟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一）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公司住所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永安社区吉祥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马玉梅 

注册资本 8,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年 10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433780207 

经营范围 

天然气运输管道及加压站建设、经营。（涉及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应凭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文

件或证件经营）。 

（二）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公司住所 新泰市开发区光明路 7号 

法定代表人 路登举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 02月 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85013097E  

经营范围 
天然气、燃气管道运输与经营；燃气具安装、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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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北壕塘 15 号 

法定代表人 郭见驰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00745917008G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管网的建设与管理；燃气管网设计服务；燃气及

燃气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燃气具及零配件销售、燃气具安



装与维修；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建设和经营，燃气汽车加气；保

险代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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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阳西纳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阳县西渡镇聚庆路 9 号（衡阳县建设局内） 

法定代表人 黄娜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2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1770085768K 

经营范围 

城镇燃气经营；天然气器具及设备的销售；天然气专用设

备及燃具的维修及售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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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湘潭县易俗河镇金桂路（湘潭天易示范区） 

法定代表人 左小仲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4 月 1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00799144047C 

经营范围 

天然气的销售（在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经

营）；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资质等级：甲级）；燃

气燃烧器具及其零配件的销售。（上述经营项目中，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规定须

取得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后方可经营的项目，凭本企业依

法取得的合法、有效许可证书或者批准文件并在其许可或

批准的范围内经营） 

（六）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韶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韶山市厦门大道金色阳光小区 10 号门面 



法定代表人 左小仲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12 月 1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82682819071U 

经营范围 燃气项目投资、管理；燃气具销售。 

（七）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祁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祁东县洪桥镇民祥路 588 号 

法定代表人 靳战胜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4 月 2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6553040723W 

经营范围 

燃气供应及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压缩天然气

车用气瓶充装（《气瓶充装许可证》经营期限至 2020 年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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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常宁市外环西路宜阳工业园南丰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海安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1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82559543102G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经营和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范

围涉及其他行政许可审批的，凭相关许可审批经营） 

（九）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茶陵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茶陵县城关镇云盘社区炎帝南路 

法定代表人 李培广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5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24574342552T 

经营范围 

以管道输送形式向用户供应销售天然气；天然气管网设计、

建设、管理与运营及其设施抢修抢险；工商业、公共建筑

及居民用户庭院管网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维修服务；天

然气加气站的建设和经营（包括油气合建站中的天然气气

站）；备用气源及调峰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相关管道天

然气设施的运行、维护、抢修抢险业务；与天然气有关的

设备销售、维修、服务；户内管道设计安装、维修、服务。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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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山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湖南省衡山县开云镇麇城路 252 号 

法定代表人 宁明清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3680331283H 

经营范围 燃气供应及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 

（十一）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东县洣水镇金花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 许一飞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7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424691830344J 

经营范围 
城市燃气经营和管理；燃气具、灶具销售、安装与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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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山东省聊城经济开发区黄山南路 1 号星光创业大厦 B1213

室 

法定代表人 马玉梅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5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006755128992 

经营范围 

天然气销售（有效期以燃气经营许可证为准）；燃气设备

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输气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工程

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以上项目凭

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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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肥城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三路以北

白云山大街以东 

法定代表人 赵立全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83494217524D 

经营范围 

对城市天然气管道及门站、长输管道、CNG 加气站、LNG

加气站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技术推广，天然气

利用技术研发及相关技术信息咨询，燃气设备、燃气具销

售，天燃气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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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泰安大汶口石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玄绪峰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674543677Y 

经营范围 

输气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及燃气设

备销售；建材、钢制管道聚乙烯防腐层、仪器仪表、五

金交电、阀门件、钢材、塑料制品、燃气炉具、燃气配

套设备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天然气利用技术开发

与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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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衡水市冀州区长安东路 119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磊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1816665884532 

经营范围 

管道燃气（天然气）、燃气汽车加气母站（天然气）的经

营（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0 月 18 日）；燃气

汽车加气站（压缩天然气）（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天然气管道的投资建设与开发管理;清洁

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燃气管网建设与管理;燃气设备

的经营;燃气管网设计、燃气具及零配件销售、燃气具安装

与维修；LNG 液化天然气的储存、运输与销售；预包装食

品零售；卷烟零售；酒水零售；日用百货、化妆洗涤用品

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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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巨鹿县中诚隆缘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巨鹿县县城新华北街东侧 

法定代表人 龚东苹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 年 5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29068135913T 

经营范围 

燃气工程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天然气的销售；燃气用具

的销售；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施工与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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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安安泰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 泰安市岱岳区粥店办事处院内 

法定代表人 赵恒刚 

注册资本 4,74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 年 10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900780798825K 

经营范围 
天燃气、液化石油气、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

输配；燃气管道管理、管道工程设计安装、燃气锅炉、



直燃机组中央空调、燃气器具、机电五金配件、金属材

料销售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军杜路 68 号 

法定代表人 赵永起 

注册资本 856,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636353XC 

经营范围 

销售运输、仓储、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原料气批发、丙烯、丙烷、丁烷销售；销

售化工产品、轻工材料；燃气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城市天然气项目投资；技术转让；自有设备租

赁。（该企业于 2016 年 06 月 16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

投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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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提示 

由于此次交易受交易范围较广，交易结构复杂，涉及事项较多，涉及金额较

大，同时交易双方各自内部需履行的程序等因素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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