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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安排 

序号 会议议程 

一 宣布股东出席情况及大会议案内容 

二 报告议案 

议案 1 《关于公司向龙江银行申请 3亿元授信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子公司蒙古公司投资建设蒙古国托僧曾各乐项目的

议案》 

议案 3 《关于子公司蒙古公司投资建设蒙古国达尔汗项目的议

案》 

议案 4 《关于选举赵红革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PPP 项目投标并

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新增授信预计额度的议案》 

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 股东审议议案 

四 宣读和通过表决方法和监票小组名单 

五 填票、投票、休会统计票 

六 报告表决结果 

七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草案 

八 律师宣读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2017.8.30  14:00） 

 

九 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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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向龙江银行申请 3 亿元授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埃德蒙顿支行申请 3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24

个月，由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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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子公司蒙古公司投资建设 

蒙古国托僧曾各乐项目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蒙古 LJ 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为“蒙古公司”）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我省“中蒙

俄经济走廊”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

的一步，打造企业国际声誉及创造经济效益，拟投资建设蒙

古国托僧曾各乐十字路口－诺木热各－僧各逆方向 167公里

沥青混凝土公路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托僧曾各乐项目”或

“本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 项目建设地点 

蒙古国扎不汗省托僧曾各乐县至僧各逆县境内。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设计路段为路基宽度 11m，路面宽度 8m，沥青混

凝土路面，三级公路设计标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改

造和升级共 167km 的公路，并在项目沿线改建、扩建涵洞、

排水设施、标识标牌等有关工程。 

（三）项目运作模式 

本项目采取“建设-转让”（BT）的运行模式。蒙古公司

作为建设—转让特许协议的特许权持有者于 2018年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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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对该项目向蒙古国政府被授权机构申请验收。 

（四）合同价格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66,001.70 万元，蒙古公司

拟采取企业自筹及担保贷款方式筹措资金。 

（五）投资回购方式及资金来源 

根据特许权协议，蒙古公司分 4 年从蒙古国政府收回投

资。资金由蒙古国每年在国家预算内支付。 

二、 协议的签订情况 

蒙古公司与蒙古国政府分别在 2016年 7月 19日和 2017

年 3 月 30 日签订了该项目建设-转让特许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协议目前尚未生效。待下述协议条款中规定的条件满足

时，协议方才生效。    

（一）协议各方主体 

1、特许权持有者：蒙古公司 

注册地点：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苏何巴托区第９小区第７

街区“ALTAIN-34”“KONTOR UILCHILGEE”办公楼８楼 807

号 

法定代表人：常庆 

成立时间：2015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外贸 

注册资本：62,739,085.36 千蒙图（按 2016 年 6月 20

日增资时的汇率计算为人民币 197,750,000.00 元），本公司

持有蒙古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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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授权机构：蒙古国政府实施机构及投资机构 

蒙古国随着 2016年大选的落幕，新一届政府上任，政

局趋于稳定，国内社会环境相对安全，经济开始复苏并呈现

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深

入，中蒙俄经贸交流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

愈发紧密，蒙古国新任政府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蒙

古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的矿产、农牧业，急需

在交通运输上打开出口，因此本项目顺利实施可以极大的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协议生效条件： 

1、特许权持有者获得由任何一家蒙古商业银行出具的

总金额为 10 亿蒙古图格里克、有效期为 6 个月的财务担保

保函并将其提交给被授权机构。 

2、下列的前提条件完全得到满足后，应认为协议生效。

条件包括： 

A. 将相当于项目建设费用 5%的金额存入任何一家蒙古

商业银行的特许权持有者的账户，且开始支付用于本项目； 

B ． 将 相 当 于 道 路 监 理 咨 询 公 司 费 用 人 民 币

23,205,462.80 元存入在被授权机构指定的账户； 

C. 达成并签署施工协议（与蒙古国的公司签署承担至

少三分之一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协议）； 

D. 如果特许权持有者是外国企业，按照蒙古国法律规

定应建立特许权持有者全资子公司（项目实施单位），该全

资子公司应当跟特许权持有者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三、协议主要条款 

（ 一 ） 托 僧 曾 各 乐 项 目 的 合 同 价 格 为 人 民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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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17,006.00 元。 

（二）特许权持有者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验收申请

提交至被授权机构。被授权机构应该在收到验收申请后，30

天内对本工程开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办

理移交手续并出具移交证明给特许权持有者。特许权持有者

应在前述规定的期间内彻底完成道路建设并按照相关法律

要求将移交给验收建筑委员会。 

（三）质量保证期应自特许权持有者将此特许项目验收

移交使用后至交付交工证书的时间不超过 1年、质量保证期

应为 3年。 

（四）特许权持有者负责为上述项目进行融资并完成其

建设，采用其自有资金或融资渠道筹集来的资金进行，并在

完工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移交给蒙古国。特许权持有者

分 4 年的时间从蒙古国政府收回投资。（见下表） 

编

号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支付金额 

（文字形式） 
结算日期 

1 165,004,251.00 壹亿陆仟伍佰万零肆仟贰佰伍拾壹元 在 2020年 3月 30日前 

2 165,004,251.00 壹亿陆仟伍佰万零肆仟贰佰伍拾壹元 在 2021年 3月 30日前 

3 165,004,251.00 壹亿陆仟伍佰万零肆仟贰佰伍拾壹元 在 2022年 3月 30日前 

4 165,004,253.00 壹亿陆仟伍佰万零肆仟贰佰伍拾叁元 在 2023年 3月 30日前 

（五）协议中所阐明的偿还金额应按照由蒙古中央银行

当天发布的日常汇率列入蒙古国年度国家预算中。如果特许

权持有者没有按照偿还进度表收到偿还款，这样的偿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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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蒙古国政府的负债，以融资方所出具的单据提出索赔情

况下，双方协商解决违约金问题。从蒙古国国家预算支付在

协议中所阐明的偿还金额当天的外币兑换差额导致对特许

权持有者有汇率收益时，从下次付款扣除该利润。如受损时

下次付款里作出补充。 

（六）一旦双方签署协议，协议期应为 7 年。 

（七）协议生效条件：内容见“二、协议的签订情况”

中的第（二）条。 

（八）签署协议后如按照融资合同条款贷款利息下降情

况下，被授权机构通过与蒙古国政府沟通解决对本协议价格

和偿还进度表进行作出更改问题。 

（九）如果特许权持有者没有在协议规定的日期内对特

许项目进行试运行，其应向被授权的机构从过期之日起以未

完建设工程金额 0.05%的日比率支付未及时试运行损失。被

授权的机构从应向特许权持有者支付的偿还资金中无可争

议的方式扣除。因蒙古国政府超过上述所指投资偿还期而导

致特许权持有者造成损失，在 3个月内，由蒙古国政府完全

赔偿承担。 

（十）如果项目融资延迟时间达到导致了道路建设暂停

时间的 2 个月，被授权的机构应保留计算特许权持有者在本

项目中进行的有形投资的权利以及终止协议并选择接下来

的/另一个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 

（十一）在不因特许权持有者的原因，蒙古国政府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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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情况下，特许权持有者有权要求蒙古国政府支付根据

本条款计算的赔偿金后接收本项目，将按特许协议所完成的

工程量、费用、该方造成损失其中，必要时可能获得项目收

入分别计算，自合同解除之日起 6 个月内，偿还给特许权持

有者。如果双方对于赔偿金额发生争议，特许权持有者有权

任命一名国际知名独立评估公司对于项目进行评估，以确定

特许权持有者的赔偿金额。 

（十二）争议解决方式： 

1、由协议引起的或者与协议相关的任何争端或者辩论

应按照蒙古国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解决。 

2、被授权机构和特许权持有者之间发生了争端，双方

将努力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3、如果争议双方未按前款规定解决问题，应依照第三

方国家法律通过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来解决，仲裁地点为新

加坡。 

四、已经履行的程序 

已得到黑龙江省商务厅的核准并且在黑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备案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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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蒙古国政府与蒙古LJ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托僧

曾各乐十字路口－诺木热各－僧各逆方向167公里沥青混凝

土公路工程”项目签订的建设—转让特许协议； 

2、蒙古国政府与蒙古LJ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托僧

曾各乐十字路口－诺木热各－僧各逆方向167公里沥青混凝

土公路工程”项目签订的建设—转让特许协议之补充协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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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子公司蒙古公司投资建设 

蒙古国达尔汗项目的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蒙古 LJ 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蒙古公司”）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我省“中蒙俄

经济走廊”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的

一步，打造企业国际声誉及创造经济效益，拟投资建设蒙古

国达尔汗-阿拉唐布拉道路至沙马尔-擦干诺尔-图希格-责

利特口岸方向 120.85 公里沥青混凝土公路工程项目（以下

简称“达尔汗项目”或“本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 项目建设地点 

蒙古国境内色楞格省。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 

本项目设计路段路基宽度 11m，路面宽度 7m，沥青混凝

土路面，三级公路设计标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改造

和升级共 120.85km 的公路，并在项目沿线改建、扩建涵洞、

排水设施、标识标牌等有关工程。 

（三）项目运作模式 

本项目采取“建设-转让”（BT）的运行模式。蒙古公司

作为建设—转让特许协议的特许权持有者于 2018年 10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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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对该项目向蒙古国政府被授权机构申请验收。 

（四）合同价格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59,651.56 万元，蒙古公司

拟采取企业自筹及担保贷款方式筹措资金。 

（五）投资回购方式及资金来源 

根据特许权协议，蒙古公司分 4 年从蒙古国政府收回投

资。资金由蒙古国每年在国家预算内支付。 

二、 协议的签订情况 

蒙古公司与蒙古国政府在 2016年 7月 19日签订了该项

目建设-转让特许协议，协议目前尚未生效。待下述协议条

款中规定的条件满足时，协议方才生效。    

（一）协议各方主体 

1、特许权持有者：蒙古公司 

注册地点：蒙古国乌兰巴托市苏何巴托区第９小区第７

街区“ALTAIN-34”“KONTOR UILCHILGEE”办公楼８楼 807

号 

法定代表人：常庆 

成立时间：2015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外贸 

注册资本：62,739,085.36 千蒙图（按 2016 年 6月 20

日增资时的汇率计算为人民币 197,750,000.00 元），本公司

持有蒙古公司 100%股权。 

2、被授权机构：蒙古国政府实施机构及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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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随着 2016年大选的落幕，新一届政府上任，政

局趋于稳定，国内社会环境相对安全，经济开始复苏并呈现

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深

入，中蒙俄经贸交流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

愈发紧密，蒙古国新任政府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蒙

古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的矿产、农牧业，急需

在交通运输上打开出口，因此本项目顺利实施可以极大的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协议生效条件： 

1、特许权持有者获得由任何一家蒙古商业银行出具的

总金额为 10 亿蒙古图格里克、有效期为 6 个月的财务担保

保函并将其提交给被授权机构。 

2、下列的前提条件完全得到满足后，应认为协议生效。

条件包括： 

A. 将相当于项目建设费用 5%的金额存入任何一家蒙古

商业银行的特许权持有者的账户，且开始支付用于本项目； 

B ． 将 相 当 于 道 路 监 理 咨 询 公 司 费 用 人 民 币

20,895,685.08 元存入在被授权机构指定的账户； 

C. 达成并签署施工协议（与蒙古国的公司签署承担至

少三分之一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协议）； 

D. 应有营业执照、内部规则以及股东协议。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达尔汗项目的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596,515,6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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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特许权持有者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验收申请

提交至被授权机构。被授权机构应该在收到验收申请后，30

天内对本工程开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办

理移交手续并出具移交证明给特许权持有者。特许权持有者

应在前述规定的期间内彻底完成道路建设并按照相关法律

要求将移交给验收建筑委员会。 

（三）质量保证期应自特许权持有者将此特许项目移交

使用后的 3年期间。 

（四）特许权持有者负责为上述项目进行融资并完成其

建设，采用其自有资金或融资渠道筹集来的资金进行，并在

完工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移交给蒙古国。特许权持有者

分 4 年的时间从蒙古国政府收回投资。（见下表） 

编号 

支付金额 

（人民币元） 

支付金额 

（文字形式） 
结算日期 

1 209,749,043 贰亿零玖佰柒拾肆万玖仟零肆拾叁元 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 

2 136,338,076 壹亿三千陆佰叁拾叁万捌仟零柒拾陆元 在 2020年 3月 31日前 

3 128,922,197 壹亿贰仟捌佰玖拾贰万贰仟壹佰玖拾柒元 在 2021年 3月 31日前 

4 121,506,319 壹亿贰仟壹佰伍拾万陆仟叁佰壹拾玖元 在 2022年 3月 31日前 

（五）协议中所阐明的偿还金额应按照由蒙古中央银行

当天发布的日常汇率列入蒙古国年度国家预算中。如果特许

权持有者没有按照偿还进度表收到偿还款，这样的偿还金额

应为蒙古国政府的负债，以融资方所出具的单据提出索赔情

况下，双方协商解决违约金问题。从蒙古国国家预算支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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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所阐明的偿还金额当天的外币兑换差额导致对特许

权持有者有汇率收益时，从下次付款扣除该利润。如受损时

下次付款里作出补充。 

（六）一旦双方签署协议，协议期应为 6 年。 

（七）协议生效条件：内容见“二、协议的签订情况”

中的第（二）条。 

（八）签署协议后如按照融资合同条款贷款利息下降情

况下，被授权机构通过与蒙古国政府沟通解决对本协议价格

和偿还进度表进行作出更改问题。 

（九）如果特许权持有者没有在协议规定的日期内对特

许项目进行试运行，其应向被授权的机构从过期之日起以未

完建设工程金额 0.05%的日比率支付未及时试运行损失。被

授权的机构从应向特许权持有者支付的偿还资金中无可争

议的方式扣除。因蒙古国政府超过上述所指投资偿还期而导

致特许权持有者造成损失，在 3个月内，由蒙古国政府完全

赔偿承担。 

（十）如果项目融资延迟时间达到导致了道路建设暂停

时间的 2 个月，被授权的机构应保留计算特许权持有者在本

项目中进行的有形投资的权利以及终止协议并选择接下来

的/另一个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 

（十一）在不因特许权持有者的原因，蒙古国政府解除

合同的情况下，将按特许协议所完成的工程量、费用、该方

造成损失其中，必要时可能获得项目收入分别计算，偿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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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持有者。如果双方对于赔偿金额发生争议，特许权持

有者有权任命一名国际知名独立评估公司对于项目进行评

估，以确定特许权持有者的赔偿金额。 

（十二）争议解决方式： 

1、由协议引起的或者与协议相关的任何争端或者辩论

应按照蒙古国的法律和法规进行解决。 

2、被授权机构和特许权持有者之间发生了争端，双方

将努力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3、如果争议双方未按前款规定解决问题，应依照第三

方国家法律通过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来解决，仲裁地点为新

加坡。 

四、已经履行的程序 

已得到黑龙江省商务厅的核准并且在黑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备案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 

1、蒙古国政府与蒙古LJ路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达尔

汗-阿拉唐布拉道路至沙马尔-擦干诺尔-图希格-责利特口

岸方向120.85公里沥青混凝土公路工程”项目签订的建设—

转让特许协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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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赵红革女士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赵红革女士作为董事候选人已经通过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现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候选人简历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30日 

候选人简历： 

赵红革女士，汉族，1970年 11月出生，研究员级高级

会计师。1991 年 7 月毕业于黑龙江省建筑工程学校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中专学历；1995 年 12 月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

学工民建专业，本科学历，工学学士；2002 年 7月毕业于黑

龙江省委党校财会专业，本科学历。 

赵红革女士曾任黑龙江省路桥集团第三公路工程处项

目经理部出纳员、会计、生活服务公司财务科会计，黑龙江

省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出纳员、主管会计兼税

务会计，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主管会计、财务部副

部长、资产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财

务部部长；现任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总

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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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 

PPP 项目投标并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设集团”）组成联合体参加哈尔滨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二期工程（第一批） PPP 项目（一包）的投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哈尔滨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二期工程（第

一批） PPP 项目(一包),（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2、项目地点：哈尔滨市内。 

3、合作期限：23 年，包括建设期 3 年，运营期 20 年。

自 PPP协议生效之日算起。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7年 9 月 1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8月 31 日 。 

4、项目规模：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5.12千米，包括电

力、电信、供热、给水等城市管线，建设区域为哈尔滨老城

区及东部片区，服务内容为管廊建设及运营服务。 

5、招标单位：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 

6、投资估算：23.51 亿元。 

7、运作方式:采取 PPP （建设-运营-移交）运作方式。

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

在合作期限内，对项目进行运营和维护，并在项目合作期限

结束时将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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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回报机制：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付费方式，即使用

者付费+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其中，使用者付费来源为项

目公司与入廊单位签订《入廊协议》，在项目合作期限内，

对入廊单位使用地下综合管廊进行收费（包括入廊费和管廊

运营维护费收入）；财政可行性缺口补助为项目进入运营期

后，将采取绩效考核，由哈尔滨市城乡建设委员制定相应设

施维护标准、绩效考核打分办法，进行日常监管考核，并根

据绩效考核评分结果及合同约定按期核算可行性缺口补助

费用，并报送哈尔滨市财政局，由哈尔滨市财政局审核并安

排可行性缺口补助费用，按季度分期支付。 

9.投资回报率：以目前人民银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

率为依据，设定投资回报率上限为 4.9%。 

二、联合体情况 

为实施本项目，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建设集团签署了

《联合体协议书》，组成联合体参加投标，建设集团为联合

体牵头人，承担本项目的项目公司组建、项目投资、融资、

运营维护、资产移交等 PPP项目“ 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所涉及除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公司承担本项目的工程建设

工作。 

三、项目公司情况 

由建设集团负责项目公司的组建、项目投资，项目资本

金不低于本项目总投资的 20%。政府指定哈尔滨市城发公共

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一元人民币持有项目公司金股（即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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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济价值，权益主要表现为否决权而非收益权或其他表决

权，金股作为 1股）；其余股权由建设集团持有。未经政府

批准，项目公司不得发生任何形式的股权变更。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建设集团组成联合体，有利于提高公司参与 PPP

投标的综合竞争实力，有利于进一步抓住市场机遇开拓 PPP

项目，推动公司业务的战略升级，对公司起到积极作用。根

据本项目的推进安排，联合体如中标，联合体将与哈尔滨市

城乡建设委员会签署相关文件。 

联合体成员建设集团是公司关联方，因此公司与建设集

团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本项目投标并签署相关文件的事项

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尚云龙先生、田玉龙先生、王征

宇先生、李梓丰先生、单志利先生需回避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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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

决策效率，公司拟在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7 年度为子公司不超过 162,000.00 万元的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基础上，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

594,285.00 万元 （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的续保及新增

担保），其中现有担保的续保额度为 330,000.00万元，新

增担保额度为 264,285.00 万元。本次新增对外担保预计额

度中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新增担保不超过

579,285.00 万元；公司子公司之间计划新增担保不超过

15,0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担保主

体 

被担保方 股权

比例 

授信银行 新增担保额

度上限 

（人民币 

万元） 

担保

期限

上限 

1 

龙建路

桥股份

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二

工程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呼兰支行 
38,045.00 二年 

2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埃德蒙顿路支行 
3,000.00 二年 

3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青支行 
5,000.00 二年 

4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

司（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10,00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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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三

工程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中银大厦支行 
12,030.00 二年 

6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迎宾支行 
4,000.00 二年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 
5,000.00 一年 

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行 4,000.00 一年 

9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四

工程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中银大厦支行 
70,090.00 二年 

10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分行 
7,000.00 一年 

11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五

工程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中银大厦支行 22,030.00 二年 

12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青支行 15,000.00 二年 

13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六

工程有限公

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中银大厦支行 
13,045.00 二年 

14 黑龙江源铭

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埃德蒙顿路支行 13,000.00 二年 

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行 16,000.00 一年 

16 
龙建路桥西

藏有限公司 
全资 

未确定 
100,000.00 

未确

定 

17 
未确定现有

子公司 
全资 

未确定 
100,000.00 

未确

定 

 
 为全资子公

司担保小计 
 

 

437,240.00 
 

18 

龙建路

桥股份

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一

工程有限公

司 

99.5

8%

（实

缴出

资比

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中银大厦支行 

73,045.00 二年 

19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迎宾支行 

4,000.00 二年 

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道里支行 

5,000.00 一年 

21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

司（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 

10,00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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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

分行 

50,000.00 一年 

  
为控股子公

司担保小计 
 

 
142,045.00 

 

23 

黑龙江

省龙建

路桥第

三工程

有限公

司 

宁安市龙安

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全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牡丹江分行宁安市支行 

15,000.00 
十七

年 

  
子公司间担

保小计 
 

 
15,000.00  

  合计  
 

594,285.00  

1、上述担保行为的起始日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2、新增人民币担保额度上限 594,285.00 万元，是基于

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在授权有效期内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在各类担保额度范

围内可具体调剂使用额度。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可以在全资子公司间调剂使用，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之间不可互相调剂。授

权担保主体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相关文件，具体的担保金额

和期限将根据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确定。 

3、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

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前述担保事项的实际发生金额及履行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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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一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松北大道 90号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15,164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99.58%（按实缴出资计算） 

法定代表人：宁长远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建筑模板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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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2,239.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71,704.41万元，净资产为 20,534.82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293.68 万元，净利润 85.08万元。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4,887.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5,037.69万元，净资产为 19,849.83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855.26 万元，净利润-664.41 万

元。 

2、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二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绥化市安达市铁西街 20 号 

注册资本：10,050 万元 



 23 

实收资本：10,05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卢立军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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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0,660.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343.43 万元，净资产为

15,317.06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2,046.21 万元，净利

润 411.33 万元。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101,691.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86,500.48 万元，净

资产为 15,191.04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448.60万元，

净利润-207.26万元。 

3、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三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109号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实收资本：4,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张立翰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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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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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9,458.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59,891.66 万元，净资产为 9,567.08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794.61 万元，净利润 311.89 万

元。截止2017年5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8,564.78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298.11 万元，净资产为 7,266.67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8.26 万元，净利润-2,304.28 万元。 

4、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四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安街 39号 

注册资本：100,050 万元 

实收资本：20,05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栾庆志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经销：道路施工材

料；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模板租赁；建筑工程施工；园林绿

化；建筑劳务分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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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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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98.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95,414.40 万元，净资产为

28,583.90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6,706.61 万元，净利

润 766.26 万元。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为 133,884.9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4,926.48万元，净

资产为 28,958.49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297.73万元，

净利润 556.24万元。 

5、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五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金山堡 

注册资本：20,010 万元 

实收资本：20,01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谭斌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

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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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4,092.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9,666.04万元，净资产为 24,426.95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2,355.11 万元，净利润 347.79 万

元。截止2017年5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3,934.14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780.03万元，净资产为 23,154.11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149.37万元，净利润-1,271.7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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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黑龙江省龙建路桥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六公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河洛街 10号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曲德春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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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4,041.17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584.46万元，净资产为 13,456.71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83.44 万元，净利润 720.28 万

元。截止2017年5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0,399.3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628.02万元，净资产为 13,771.37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57.63万元，净利润 310.70 万元。 

7、黑龙江源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源铭公

司） 

注册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 109 号 103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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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周剑钊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重油、清洁煤新技术产品、建

筑材料、钢材、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器设备、

厨房设备、水泵阀门、电源开关、机械设备、办公用品、金

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仪器仪表、劳保用品、筑路材料；

商业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代理服务；道路货

运经营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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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5,461.20

万元，负债总额为 4,354.04 万元，净资产为 1,107.16 万元，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831.07 万元，净利润 119.53 万元。

截止 2017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5,867.46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008.58万元，净资产为-141.12万元，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44.88 万元，净利润-1,346.28 万元。 

8、龙建路桥西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西藏公司） 

注册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达孜县工业园区江苏拉萨

展销中心办公楼 403 室 

注册资本：20,010 万元 

实收资本：20,010 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100% 

法定代表人：杨洪波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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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桥

梁工程专业承包，工程设计。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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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1,172.1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0,784.50万元，净资产为 20,387.63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2,880.69 万元，净利润 377.63 万

元。截止2017年5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7,977.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858.02万元，净资产为 21,119.51 万

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565.92 万元，净利润 731.88 万

元。 

9、宁安市龙安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龙安公

司） 

注册地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建设路 32 号（红

城村） 

注册资本：7,266 万元 

实收资本： 2,906.40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51% 

法定代表人：任怀军 

成立日期：2017年 5 月 2 日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建设和管理；公路工程维修与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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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7年7月31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6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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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负债总额为 1,742.41 万元，净资产为 2,906.40 万元，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担保累计数额

为 558,065.00 万元，对外担保总额已经超过了 2016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50%。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 

1、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五公司、六公

司、源铭公司、西藏公司、龙安公司营业执照； 

2、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五公司、六公

司、源铭公司、西藏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 

3、一公司、二公司、三公司、四公司、五公司、六公

司、源铭公司、西藏公司 2017年 5 月 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

报表； 

4、龙安公司 2017 年 7 月 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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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新增授信预计额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

率，公司拟在现有 1,567,094.82 万元授信额度(包括公司及

子公司的授信 )的基础上，新增授信预计额度不超过

2,115,436.54 万元（本授信额度包括存量授信到期续作及新

增授信），其中存量授信到期续作额度为 866,700.00 万元，

新增授信额度为 1,248,736.54 万元。授信额度大幅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7 年计划投资 PPP 项目 1,000,000 万

元，预计新增项目融资 717,151.54 万元。本次新增授信预

计额度中以公司为授信主体的额度不超过 819,000.00 万

元，以公司的子公司（期间公司新增设立的 PPP项目公司计

入授信主体范围）为授信主体的额度不超过 1,296,436.5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授信主体 担保方 授信银行 

授信金额 
上限 

（万元） 

 授信期限 

   上限 

 

1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

建设集团 

中国建设银行哈尔

滨道里支行 
100,000.00 二年 

2 哈尔滨银行哈尔滨

龙青支行 
15,000.00 二年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宣

化支行 

160,000.00 一年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行 
50,000.00 一年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和
25,000.00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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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支行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哈尔滨道里支行 
40,000.00 一年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20,000.00 一年 

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20,000.00 一年 

9 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10,000.00 一年 

10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埃德蒙

顿路支行 

19,000.00 二年 

11 未确定 中国进出口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 
200,000.00 三年 

12 未确定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30,000.00 五年 

13 未确定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 
30,000.00 五年 

14 未确定 未确定 100,000.00 三年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授信合计 

  
819,000.00  

15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一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99.58%

（实缴

出资比

例） 

 

龙建路桥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银大

厦支行 

73,045.00 二年 

16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迎宾支

行 

4,000.00 二年 

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道里支行 

5,000.00 一年 

18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

再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分公司 

10,000.00 一年 

19 中国进出口银行黑

龙江省分行 
50,000.00 一年 

 控股子公司

授信合计 

   
142,045.00  

22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二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龙建路桥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呼兰支

行 

38,045.00 二年 

23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埃德蒙
3,000.00 二年 

https://www.baidu.com/link?url=45OuqgtlaIg_QIuE9x8rbnD1EgG5Q_obnq-skfxb0-slENmr0aa3R3UhnjEwPCvD3DKCpS0mpVW14BujK3sPGBSGIqFgM2tqBAPs7M9OsQhfNYvOGdKOmw85UTNt2MAODIhAGM3FTzQLzmAG3RkO6bo5VmcaGiCTpvo8GcwjkV8IOWDSuf8na6JzCiFzel-uuDapqVcx9iVYuZb4YRN1Na&wd=&eqid=faa8cf1700002d3000000003598a79f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45OuqgtlaIg_QIuE9x8rbnD1EgG5Q_obnq-skfxb0-slENmr0aa3R3UhnjEwPCvD3DKCpS0mpVW14BujK3sPGBSGIqFgM2tqBAPs7M9OsQhfNYvOGdKOmw85UTNt2MAODIhAGM3FTzQLzmAG3RkO6bo5VmcaGiCTpvo8GcwjkV8IOWDSuf8na6JzCiFzel-uuDapqVcx9iVYuZb4YRN1Na&wd=&eqid=faa8cf1700002d3000000003598a79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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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路支行 

24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龙青

支行 

5,000.00 二年 

25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

再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分公司 

10,000.00 一年 

26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三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银大

厦支行 

12,030.00 二年 

27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迎宾支

行 

4,000.00 二年 

2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道里支行 

5,000.00 一年 

2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行 
4,000.00 一年 

30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四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银大

厦支行 

70,090.00 二年 

31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7,000.00 一年 

32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五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银大

厦支行 

22,030.00 二年 

33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龙青

支行 

15,000.00 二年 

34 黑龙江省龙

建路桥第六

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银大

厦支行 
13,045.00 二年 

 

35 

黑龙江源铭

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 全资 

龙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埃德蒙

顿路支行 

13,000.00 二年 

3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分行 
16,000.00 一年 

37 龙建路桥西

藏有限公司 
全资 未确定 100,000.00 三年 



 33 

38 

未确定现有

子公司（除

PPP项目公

司） 

全资 未确定 100,000.00 未确定 

 
全资子公司

授信合计 
  

 
437,240.00  

40 

宁安市龙安

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51%（认

缴出资

比例） 

黑龙江省

龙建路桥

第三工程

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牡丹江分

行宁安市支行 

15,000.00 十七年 

41 

遂宁市龙兴

建设有限公

司 

83.7%

（认缴

出资比

例） 

未确定 未确定 80,000.00 十年 

42 

五大连池龙

腾公路投资

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51%（认

缴出资

比例） 

未确定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

江省分行 
3,200.00 十二年 

43 

哈尔滨龙双

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 

99.99%

（认缴

出资比

例） 

未确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分行 
31,012.78 十一年 

44 

穆棱市龙鑫

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有限

公司 

90%（认

缴出资

比例） 

未确定 
国家开发银行黑龙

江省分行 
17,138.76 十五年 

45 

现有其他及

新设 PPP项

目公司 

全资或

控股 
未确定 未确定 570,800.00 未确定 

 PPP 项目公

司授信合计 
  

 
717,151.54  

 合计    2,115,436.54  

1、上述授信行为的起始日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2、上述新增授信预计额度上限 2,115,436.54 万元，是

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授权有效期内根据实际经营需求，在各类授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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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内可具体调剂使用额度。其中，以公司为授信主体的

授信额度可以在各金融机构间调剂使用；以全资子公司（除

PPP 项目公司）为授信主体的授信额度可以在全资子公司间

调剂使用；以 PPP项目公司为授信主体的授信额度可以在 PPP

项目公司间调剂使用。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PPP

项目公司各类授信额度之间不可互相调剂。授权授信主体公

司董事长签署授信相关文件，具体的授信金额和期限将根据

正式签署的授信合同确定。 

3、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授信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

发生的授信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前述授信事项的实际发生金额及履行情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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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对《龙建路桥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章程 修订后内容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公司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工程设计（公路工程甲级，

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

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

与管理服务）。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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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公司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

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

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工程设计（公路工程甲级，可从事资质证

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

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公路桥梁建设技术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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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股东审议。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