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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
拟签署 EPC 总承包协议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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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是指公司受业主委托，按照
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
包。
2、交易内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湖
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下设联投集团湖北省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代建管理部拟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路桥”）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
（以下简称“EPC 总承包协议”），由湖北路桥作为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
EPC 总承包方，负责全省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施工总承包，协议总金额预计不
超过 30 亿元（最终合同总价按项目获批投资概算计算）。
3、拟发生的关联交易风险：拟发生的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可能存在工程款回款风
险。
4、由于联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路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湖北路桥与
联投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5、本次湖北路桥拟与联投集团签署 EPC 总承包协议，构成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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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投集团”）发生关联交易 2 笔，详见本公告“六、过去 12 个月内与本次拟发生的
关联交易方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7、本次拟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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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与联投集团拟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由湖北路桥作为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 EPC 总承包
方，负责全省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施工总承包。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3 号)、
《湖北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鄂政办发[2019]38 号)和湖北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领导小组《关于简化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基建程序的通知》、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与联投集团签订的《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工程项目代建合同协议书》、省“撤站”指挥部 2019 年 7 月 30 日《关于明确“撤站”
项目工程建设有关事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本着“五个统一”（统一工程设计、
统一委托建设、统一采购规则、统一资金保障、统一指挥调度）原则、
“五个确保”
（确
保质量、确保进度、确保成本、确保安全、确保廉洁）目标，就全省高速公路取消省
界收费站工程项目，联投集团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代建管理部拟
与湖北路桥签订《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
2、由于联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路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湖北路桥与
联投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3、本次湖北路桥拟与联投集团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
包协议书》，构成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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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拟向关联方提供劳务的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内。关联董事赵业虎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99 号保利大厦 A 座 17 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军杰
成立日期：2008 年 07 月 07 日
注册资本：432,833.923279 万元
主营业务：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其他政策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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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委托投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土地开发及整理；园区建设；风险投资业务；房
地产开发业务；工程施工与设计；商贸(不含许可经营项目)、仓储（不含危化品）物
流（不含道路运输）业务；对项目的评估、咨询和担保业务（融资性担保业务除外）；
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业务。
股权结构：湖北省联投控股有限公司占比 34.04%，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占比
22.06%，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6.93%，武钢绿色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占比 4.62%，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4.62%，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占比 4.62%，
三峡基地发展有限公司占比 4.62%，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4.62%，湖北中
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占比 2.31%，湖北烟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1%，鄂州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占比 1.16%，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比 1.16%， 孝感市城市建
设投资公司占比 1.16%，黄冈市国资委占比 1.16%，咸宁市国资委占比 1.16%，仙桃市
国资委占比 1.16%，潜江市国资委占比 1.16%，天门市国资委占比 1.16%。
（二）联投集团业务发展状况
联投集团作为省属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为以产业新城为主业的交通
基础设施、城市综合开发、实体产业、数据金融四大板块。截至目前，联投集团资产
规模近 2000 亿元。
（三）联投集团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经审计后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784,955.62

18,085,911.68

15,925,884.02

净资产

5,890,036.06

5,592,619.71

5,216,084.69

营业收入

1,796,067.26

1,393,924.16

1,185,140.90

净利润

124,179.96

89,836.13

33,654.27

三、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名称：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 EPC 总承包
2、交易类别：提供劳务
3、工程地点：湖北省
（二）拟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联投集团（甲方）、湖北路桥（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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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价格：预计不超过 30 亿元（最终合同总价按项目获批投资概算计算）。
3、项目范围：省联网中心系统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路段分中心系统软硬件设施
升级改造、收费站系统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含 ETC 收费车道及 ETC/MTC 混合车道改扩
建)、ETC 门架系统建设、入口不停车称重系统建设和改造、全省主干网通信系统建设
（含网络安全建设）、省界主线收费站拆除、系统测试及切换等工程的建设。
其中《湖北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第一册《省高速公路
联网收费中心系统升级改造》、第二册《通信干线传输系统升级改造》所有工程内容及
全省高速公路所有路段收费分中心软件、收费站系统软件、收费车道软件、ETC 门架系
统站级管理软件、ETC 门架系统软件的安装调试、入口称重系统数据传输软件开发及安
装调试等工作由甲方直接委托湖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实施。
4、工程合作期：施工工期自监理工程师签发的开工令之日起至各路段均通过工程
交工验收，服务期交工验收至完成竣工决算和项目相关资料移交之日为止（含缺陷责
任期二年）。
5、付款方式：EPC 总承包协议书签订后，分 5 次付款，付款比例分别为：30%、30%、
30%、7%、3%。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7、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EPC 总承包资金或未履行其他应尽义务的视为甲方
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配备的人员或设备不满足建设管理需要；不履行建设施工管理职责，致
使发生挪用资金或者重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或向项目其他从业单位和人员索贿、牟
取私利；与从业单位串通损害项目、甲方利益，给甲方造成损失；渎职、失职，给项
目和从业人员带来重大损失；未按相关管理制度进行项目管理，质量、安全、进度未
达到预期目标及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或成本增加的，视为乙方违约，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四、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意义重
大，同时，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 EPC 总承包项目的承接有利于湖北路桥进一
步深耕湖北市场，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生产经营业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拟签署的《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项目合作
规模较大，合同价格预计不超过 30 亿（最终合同总价按项目获批投资概算计算），能
够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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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总承包内容为湖北路桥主业，签署 EPC 总承包协议有利于增加湖北路桥的
业绩，有利于促进湖北路桥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湖北路桥及公司的权益。
4、拟发生的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可能存在工程款回款风险。鉴于联投集团系公司
控股股东，且为省属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具备持续履约能力，因此项目回款风险可控。
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五、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赵业虎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并出具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认为：
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意义重大，
拟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有利于全资子公司湖
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深耕湖北市场，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生产经营业绩，提高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拟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提请公司加强对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严格根据进度落实工程回款。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并出具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1、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工作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意义重
大，拟签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项目 EPC 总承包协议书》有利于全资子公
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深耕湖北市场，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生产经营业绩，
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本次拟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拟发生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
4、提请公司加强对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严
格根据进度落实工程回款。
六、过去 12 个月内与本次拟发生的交易关联人之间的历史关联交易
1、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及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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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购买徐文辉、邵永丽、上海久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吉晓翔、陈宇持有的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欣环境”）70%的股权。鉴于公司关联
方湖北多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多福商贸”）持有泰欣环境 30%的股权，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目前该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截至公告日，标的公司泰欣环境 70%股权的
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备案登记已完成。
上述信息详见 2018 年（6 月 6 日、6 月 16 日、6 月 29 日、9 月 12 日、10 月
9 日、11 月 9 日、12 月 4 日、12 月 19 日、12 月 20 日、12 月 29 日）、2019 年（1 月
12 日、1 月 14 日、2 月 23 日、4 月 9 日、4 月 17 日、4 月 18 日、4 月 20 日、4 月 24
日、4 月 25 日、5 月 1 日、5 月 14 日、6 月 1 日、6 月 27 日、8 月 30 日）公司指定披
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转让鄂州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95%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方湖北省梧桐湖新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梧桐湖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 215,541,400.00 元的价格转让全
资子公司鄂州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州高新”或“标的公司”）95%的
股权，同时公司对标的公司债权合计 61,322,071.10 元（最终债权金额以支付当日确
定的债权余额为准）以及公司为标的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湖开发
区支行 82,570,000.00 元贷款担保一并转让（最终金额根据梧桐湖公司签订担保协议
当日银行确定的贷款余额为准）。该关联交易事项授权期限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目前该关联交易事项在股东大会授权期限内未能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信息详见 2019 年 12 月 4 日、12 月 20 日公司指定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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