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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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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担保金额：预计总额为 588.1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18 年度实际担保情况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2018 年度担保最高控制额度为 467.83 亿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实际担保余额为 187.81亿元，具体如下表：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资金需求事项 实际担保金额（亿

元） 

 

 

 

本公司 

 

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融资类 2.98 

四川巴郎河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融资类 3.36 

贵州江习古高速公路

开发有限公司 

融资类 55.27 

 

 

 

 

 

 

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

任公司 

融资类 12.94 

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融资、保函类 1.35 

四川路桥盛通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融资类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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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公路桥

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融资、保函类 1.98 

四川路桥矿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融资类 1.5 

四川中航路桥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融资类 1.22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交

通工程有限公司 

融资类 0.3 

四川成德绵高速公路

开发有限公司 

融资类 39.97 

四川自隆高速公路开

发有限公司 

融资类 21.1 

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

开发有限公司  

融资类 27.52 

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融资类 1.8 

宜宾市南溪区路通工

程投资有限公司 

融资类 2.5 

宁波蜀通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 

融资类 3.73 

 

四川路航建

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欣仪公路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融资类 7.4 

四川欣顺建材有限公

司 

融资类 2.15 

合计  187.81 

（二）2019 年度计划担保的情况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9年生产经营发展，结合 2018年度担保情况，

制定了 2019 年度担保计划。2019 年度，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额为 588.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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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预计金额为 135.8 亿元；路桥集团、路航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金额分别为 426.3亿元、26亿元。 

具体担保如下：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性质 资金需求事项 担保金额上

限（亿元） 

 

 

 

 

 

 

 

本公司 

 

 

 

 

四川公路桥梁

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融资、保函 10 

四川巴朗河水

电开发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3.4 

四川巴河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3.8 

四川铁投售电

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2 

四川路桥城乡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控股子公司 融资、保函类 5 

四川新锂想能

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8 

贵州江习古高

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66 

山西天同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7.6 

其他新增  融资、保函类 30 

 四川路航建设 全资子公司的 融资类 9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19-019 

4 

 

 

 

 

 

 

 

 

 

 

四 川 公 路

桥 梁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川川交路桥

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17.1 

四川路桥华东

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1 

四川路桥盛通

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保函类 6.2 

四川路桥桥梁

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1.7 

四川路桥矿业

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1.5 

四川路桥建设

集团交通工程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保函类 2.5 

西藏溥天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保函类 5 

四川中航路桥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保函类 3.5 

四川视高天府

新区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3 

四川成德绵高

速公路开发有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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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四川成自泸高

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18.3 

四川自隆高速

公路开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43.5 

四川内威荣高

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38.5 

贵州江习古高

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10 

 

 

 

 

 

 

四川公路

桥梁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宜宾市南溪区

路通工程投资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6 

贵州道达兴投

资开发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6.2 

四川路桥怡达

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31.5 

四川冠成贸易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0.5 

古蔺县赤水河

环线公路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9.5 

兴文钠黔连接

线项目管理有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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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公路

桥梁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限责任公司 

广元南环公路

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10.4 

广元市昭化区

两路一隧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8 

南充营顺公路

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6.9 

四川南部嘉陵

江三桥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9 

达卡绕城高速

公路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21.4 

僰王山互通至

石海景区连接

线 PPP 

 融资类 17 

自贡市北环快

速通道（自贡至

泸州港公路自

贡段延伸线）工

程 

 融资类 5.6 

国道 318渠县绕

城快速通道工

程 

 融资类 11.2 

国道 210线达州  融资类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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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北过境段

项目 

其他新增  融资、保函类 30 

宁波蜀通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 

合营 融资类 16.6 

阿斯马拉矿业

股份公司 

合营 融资类 14.3 

 

 

四 川 路 航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四川欣顺建材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融资类 2 

四川欣仪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8 

南充顺蓬公路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10 

乐山市五通桥

区五犍沐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融资类 6 

合计   588．1 

 

上述担保金额为公司 2019 年度可提供的担保最高控制额度，具体的担保金

额和期限将以正式发生担保义务确定。超过上述控制额度或者条件的担保事项，

需按规定提请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 

在上述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融资事项，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

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及路桥集团、路航公司董事长或其董事长授权的人负责

处理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融资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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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在总额度范围内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可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使用；被担保方为控股子公司的可调剂给其他控股

子公司使用。 

（三）董事会召开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授信及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应当出席 11 人，实际出席人数 11 人，

其中委托出席 2人，董事熊国斌因公出差，委托董事胡元华代为行使表决权；独

立董事杨勇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吴开超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孙云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范文理、吴越、吴开超和杨勇先生已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表示同意。 

该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本项担保议

案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号；注册资本568,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国斌；经营范围：对外承包工程（以上项目内容及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

混凝土预制构件、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预

应力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

装饰工程；项目开发、项目投资、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勘测、设

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试验检测；工程机械租赁、维修；建筑材料生产；装

卸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822.04 亿元，净资产 142.22 亿元，营业

收入 390.21 亿元，净利润 13.58亿元。 

（二）四川路桥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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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三路 4 号 1 栋 12 层 1 号；注册资本 10,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宋雪飞；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

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

融活动）；土地整理；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土石方工程

服务；工程勘察设计。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四川省国乐土地整理

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25%）和四川省惠民城乡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24%）。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2,781.30 万元，净资产 7,885.79 万元，

营业收入 4,261.06 万元，净利润 594.87万元。 

（三）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新华街西段 292 号；注册资本 1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兴鸿；经营范围：水电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开发；房地产开发

经营；鱼的养殖；旅游；机械设备租赁；园林绿化。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8%）、平昌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12%）和四川活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10%）。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9.38 亿元，净资产 1.64亿元，营业收入   

1.13亿万元，净利润 488.30万元。 

（四）四川铁投售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1栋3层；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大智；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

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电力供应、清洁能源材料及相关设备产品的开发、咨询、

转让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服务、商务服务业。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0%）和四川省铁路产业投

资建设集团（持股 4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5 亿元，净资产 9,703.58 万元，营

业收入 1,812.45万元，净利润 88.21万元。 

（五）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号慧谷 1号楼 8楼；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赵志鹏；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爆破作业（以上项目及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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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经营）公路工程；土石方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桥梁工程；

隧道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工程勘察设计；建

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商品批发与零售；生产建筑材料、金属制品；地质灾害防

治工程；岩土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铁路工程；商务服务业；河湖整治工程。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6%）、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3.14%）和四川省港航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0.86%）。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2.09 亿元，净资产 11.79 亿元，营业

收入 41.31 亿元，净利润 1.43亿元。 

（六）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广汉市北海路；注册资本12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中

林；经营范围：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公

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港口与

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总承包、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特种工程专业承包、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

专业承包、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以上经营范围凭资质证书经营）；工程机

械、设备租赁、销售、维修；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对农业、采矿业、建筑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的投资。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8.29%）和和四川高速公路

建设开发总公司（1.71%）。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69.24 亿元，净资产 10.82亿元，营业收

入 48.41 亿元，净利润 1.09亿元。 

（七）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管委会大楼内；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聂东，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

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

方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铁路铺轨架梁工程、机

场场道工程、航道工程、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附着升降脚手

架专业承包、预应力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水工建筑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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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处理工程、高耸构筑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防腐保温工程、管道工程、无损

检测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33.86亿元，净资产6.31亿元，营业收

入16.71亿元，净利润526.20万元。 

（八）四川路桥盛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铺街212号；注册资本3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陈良春；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

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工程设计；生产、销售建筑材料；机

械设备租赁；工程勘察。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21.87亿元，净资产3.16亿元，营业收入8.46

亿元，净利润1,641.77万元。 

（九）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四川路桥大厦5层；注册资本3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良春；经营范围：公路、铁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

筑、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

施工特种工程、交通基础及附属设施、土石方工程、预应力工程、钢结构工程、

预制结构件工程、公路养护工程以及其他土木工程建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和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以上项目涉及资质的凭

相关资质证从事经营）；高新技术及产品的投资、开发与经营（不含国家限制经

营内容）；工程机械租赁、销售及维修；建筑材料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零售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及机械电子设备（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起重机械的安装、维修（凭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9.92 亿元，净资产 3.06亿元，营业收

入 10.87 亿元，净利润 2,641.95万元。 

(十)四川路桥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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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1栋3层；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熊国斌；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

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矿业投资与资产管理；矿产品加工；进出口

业；矿产品销售；商务服务业。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8.62亿元，净资产6.00亿元，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2,500.12万元。 

（十一）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11号4栋1层2号；注册资本3,488.9037 

万元；法定代表人缪成银；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批发、零售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

计算机及配件，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及技术服务。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2.34%）、四川公路桥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36.26%）和自然人（持股21.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37亿元，净资产2.43亿元，营业收入2.23

亿元，净利润2,072.71万元。 

（十二）西藏溥天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嘎镇世邦湿地公园一期别墅23幢4号；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世辉；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铁路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隧道工程、公

路路面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预应力工程、拆除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项目开发、项目投资、项目管理；房地产开

发、经营；工程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试验检测；工程机械租赁、

维修；建筑材料生产；装卸服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进出口业务。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95 亿元，净资产 2.05 亿元，营业收

入 0.64 亿元，净利润 253.87万元。 

(十三)四川中航路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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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24号；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

表人熊国斌；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沥青（不含危化品）、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零部件、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普通机械、电子产品、

日用百货、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煤炭、生铁、焦炭、铁精粉、矿石、燃料油；

工程机器的租赁、销售及上门维修；装卸服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废旧物资

回收；销售：硫磺、天然气（不带储存经营，仅限票据交易，凭许可证经营，有

效期至2018年3月11日）。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中航路通实业有限公

司（持股34%）和北京顺成兴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1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94 亿元，净资产 0.63 亿元，营业收

入 61.53 亿元，净利润 1,127.92万元。 

(十四) 四川视高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仁寿县视高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17,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

明；经营范围：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项目投资与管理；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经营）。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7.14%）和成都华川公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2.86%）。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02 亿元，净资产 1.72 亿元，营业收

入-526.67 万元，净利润-2,445.20万元。 

(十五) 四川巴郎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康定县姑咱镇银河路 154 号；注册资本 211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元华；经营范围：水电投资开发建设；电力生产；旅游开发、经营、

管理；园林绿化；电力安装及修理；房地产开发；公路桥梁投资；建筑材料销售；

机械租赁；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机具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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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65%）、四川活兴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10%）、四川协兴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四川华水电力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持股 10%）、四川乔家兴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1.42亿元，净资产4.26亿元，营业收入1.41

亿元，净利润1,964.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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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四川成德绵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注册资本6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徐华；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项目投资；商品批发与零售；机械设备

租赁；广告业。（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69.93亿元，净资产8.05亿元，营业收入4.08

亿元，净利润-4,900.44万元。 

（十七）四川自隆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自贡市汇东新区通达路194号；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颜昌凯；经营范围：公路、桥梁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开发、运营；项目投资；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办理前

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后置许可项目与资质证书或审批文件配套使用）。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33.88亿元，净资产11.47亿元，营业收入1.15

亿元，净利润-6,542.21万元。 

（十八）四川内威荣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新民村高庙子航空工业部六0七所内；注册资本 

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颜昌凯；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百货、五

金交电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园林绿化；户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以

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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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83 亿元，净资产 9.19 亿元，营业收入

0.64亿元，净利润-1.45亿元。 

（十九）贵州江习古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注册资本107,350 万元；法定

代表人鲜峻岭；经营范围：江习古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广告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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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94.76亿元，净资产 30.93亿元，营业收入

0.44亿元，净利润-1.03亿元。 

（二十）宜宾市南溪区路通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宾市南溪区长江大道西段 94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龙勇；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建设及维护。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0%）和宜宾市南溪区恒通交

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61 亿元，净资产 1.28 亿元，营业收入

0.34亿元，净利润 1,229.72万元。 

（二十一）贵州道达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总工会大楼；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鲜峻岭；经营范围：习水县环北大道（伏龙至黄木坪段）的建

设、运营和维护。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和贵州绿景新城开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45 亿元，净资产 2.50 亿元，营业收入

0.35亿元，净利润 1,642.13万元。 

（二十二）四川南部嘉陵江三桥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部县火峰乡满福坝村；注册资本 148,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王中林；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与管理、建设工程管理；桥梁工程、土石方工程、

道路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市政工程、照明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堤防工程、特种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景观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环保工程、消防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市政道路养护、城市桥梁养护、桥梁维护检测与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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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5%）和四川省满福坝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 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0.80 亿元，净资产 0.80 亿元，营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2.0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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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四川路桥怡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月海路 2 段中所安置新村 23 幢 6 楼；注册资

本 13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汪程清；经营范围：项目开发、项目投资（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项目管理；路基路面工程、桥梁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预拌商品混

凝土、混凝土构件、隧道工程、预应力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交通设施工程、

管网工程、照明与绿化工程。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7 亿元，净资产 2.53 亿元，营业收入

414.20万元，净利润 296.62万元。 

（二十四）宁波蜀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象保合作区开发办公 1 号楼 204 室；注册资本 19，621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平凯；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养护和管理；交通

设施工程、市政工程的施工。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0%）和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 20%）。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5.19亿元，净资产 1.96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元。 

（二十五）阿斯马拉矿业股份公司 

阿斯马拉矿业股份公司是在海外注册，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之控股子

公司路桥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60%的股权，并与厄立特里亚国家矿业公司

共同控制的企业，该公司主要负责非洲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矿产项目的投资开发。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6.46亿元，净资产 5.68亿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万元。 

（二十六）四川欣仪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紫东路 123号；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顺强；经营范围：公路项目投资、公路建设管理、公路养护；建材

加工、销售；商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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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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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为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0%）和仪陇县公路管理局（持

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4.53 亿元，净资产 7.02 亿元，营业收入

1,934.39万元，净利润-1,025.00万元。 

（二十七）四川欣顺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太升南路 155号 11楼 1105、1106号；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杨露明；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零售；普

通货运；金属制品业（仅限分支机构）；通用设备制造业（仅限分支机构）；仓储

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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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14 亿元，净资产 0.71 亿元，营业收入

17.85亿元，净利润 1,031.84万元。 

（二十八）四川新锂想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88 号；注册资本 1980，

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杜刚；经营范围：锂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新能

源材料、高新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国家规定的进出口业务；废旧电池与动力

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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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5%）、四川绿然科技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股 20%）、四川科能锂电有限公司（持股 15%）、西藏藏格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6 亿元，净资产 1.35 亿元，营业收入

248.96万元，净利润-777.14万元。 

（二十九）山西天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荫营镇江正大街（阳泉市郊区交通运输局 108

室）；注册资本 17，452 万元；法定代表人胡恩来；经营范围：阳泉市郊区范围

内国道 239改线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建设、运营、维护、工程咨询、工程招

投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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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0%）、阳泉北辰新科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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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0.93 亿元，净资产 0.88 亿元，营业收入

53.97万元，净利润 40.33万元。 

（三十）四川冠成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 218号 18 栋 4层；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何泽中；经营范围：销售：交通安全专用设施，钢材，水泥，沥青（不

含焦油沥青），煤炭，橡胶制品，润滑油，塑料制品，工程机械设备，汽车（不

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矿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汽车零部件，建材及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花卉苗木，家庭用品，农牧产

品，面制品及食用油，食品，金属材料；普通货运；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装卸搬运，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危险化学品（有限期至

2019年 10月 11日）；再生物资回收；贸易经纪与代理；公共交通工程施工。 

股东为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98 亿元，净资产 0.23 亿元，营业收入

6.44亿元，净利润 662.69万元。 

（三十一）南充顺蓬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充市顺庆区潆华北路一段 117号九号院 3幢 2层 203 铺；注册 

资本：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嘉；经营范围：公路、桥梁、隧道础设施的

投资、设计、建设、养护、管理、建材加工销售、技术咨询及商务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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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0%）、南充市顺投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81 亿元，净资产 2.58 亿元，营业收入

0.11亿元，净利润 796.70万元。 

（三十二）乐山市五通桥区五犍沐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475 号附 2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斌；经营范围：公路项目投资、建设、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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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5 %）和乐山市五通桥区顺

达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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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0.77 亿元，净资产 0.46 亿元，营业收入

259.21万元，净利润 124.56万元。 

（三十三）四川成自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自贡市汇东新区通达街 194 号；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颜昌凯；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百货、五金交电销售；机械租赁，

户外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

定需要办理前置审批和许可证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后置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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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5 %）和四川路桥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0.89 亿元，净资产 18.06 亿元，营业收

入 6.47 亿元，净利润 1.35亿元。 

（三十四）古蔺县赤水河环线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古蔺县古蔺镇联合村七组（叙古高速公路收费站高速公路管理中 

心）；注册资本：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左孔海；经营范围：交通项目的投资、

交通项目的开发、交通工程的建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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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5 %）、古蔺县星火交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7 亿元，净资产 0.65 亿元，营业收入

523.07万元，净利润-286.24万元。 

（三十五）兴文纳黔连接线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兴文县古宋镇中山东路天泉商城 1幢 3楼；注册资本 1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鲁正伟；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投资、建设、管理、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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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和兴文县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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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8 亿元，净资产 1.55 亿元，营业收入

1,918.89万元，净利润 1,066.27万元。 

（三十六）广元市昭化区两路一隧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葭萌路 543号；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勇；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营服务；公路工程总承

包、市政工程施工、隧道工程总承包、桥梁工程施工、预拌商品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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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和广元市昭化区葭萌交

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 1.00 亿元，净

资产 1.00 亿元，营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 0.00元。 

（三十七）南充营顺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营山县城白塔路“光耀紫极”B 区 8 幢二层 2 号、3 号、4 号、5

号；注册资本 17,236.14 万元；法定代表人沈章成；经营范围：公路、桥梁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养护、管理、技术咨询及商务服务；建材加工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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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为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0%）和营山县荣达公路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41.10 万元，净资产 1723.49 万元，营

业收入 0.00元，净利润-0.13万元。 

其余尚未成立项目公司，公司将为对应的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结合上述各被担保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等因素综合分析，认为

担保对象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且各被担保公司主要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风险较小。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担保属于公司子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合理需要，决策程序合法、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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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4 月 1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对外担保总额 196.48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0.37%,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

的担保总额为 191.6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6.92%。前述担

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及公司对外担保情

况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