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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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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联交易的影响：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必要的，不会造成公司对

关联方较大的依赖，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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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25 日，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1 年的生产经营需要和已签订的合同

等情况的测算结果，同意公司预计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和金额。 

本次会议应当出席董事 11名，实际出席 11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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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董

事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8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4 名独

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议了该议案，并对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正常开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风控与审

计委员会经过认真审核发表如下意见：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因公司 2020年度财务数据尚未经审计，公司将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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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生额经审计后另行公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三)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根据公司 2021 年的生产经营需要和已签订的合同等情况的测算结果，预计

2021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

投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可能会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类型和金额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2021 年度预计

金额 

关联人 2021年预计金额明细 

 

 

接受劳务 

 

 

55,000.00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5,000.00 

铁投集团其他附属企业 50,000.00 

 

 

 

 

采购商品 

 

 

 

 

360,000.0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20,000.00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 

50,000.00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 

30,000.00 

四川省交通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 

60,000.00 

 

 

 

 

 

 

 

 

出售商品 

 

 

 

 

 

 

 

 

6,800.0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400.00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 

3,000.00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0 

四川省交通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 

100.00 

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 

1,500.00 

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100.00 

四川铁投现代农业发展股 100.00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600039           公告编号：2020-126 

 3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四川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500.00 

铁投集团其他附属企业 500.00 

 

 

 

 

 

提供劳务 

 

 

 

 

 

2,950,000.0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1,000.00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6,000.00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

司 

240,000.00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子公司 

14,500.00 

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65,000.00 

铁投集团其他附属企业 2,593,500.00 

关联租赁 100.00 铁投集团其他附属企业 100.00 

资金使用费 15,000.0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担保费 6,000.00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合计 3,392,900.00  3,392,9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一款

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唐勇；经营范围：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

公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

的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进出口业；采矿业；水力发电、风力发电、

电力供应；商品批发与零售、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房地产业；农

林牧渔服务业；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智能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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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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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398.57 亿元，净资产 1,026.25

亿元，营业收入 1,152.69 亿元，净利润 3.5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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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胜街 40号；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

锋；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医疗、健康与养老产业投资，教育产业投资，

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供应链

管理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务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9.13 亿元，净资产 146.24 亿

元，营业收入 486.73 亿元，净利润-3.39亿元。 

3．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号 1 幢 4层；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白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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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服务业（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房地产业；土地整理；房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农、林、牧、渔服务业；货运

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商品批发与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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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69.62亿元，净资产 28.64亿元，

营业收入 54.73亿元，净利润 1.81亿元。 

4．四川省交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注册资本 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河；经

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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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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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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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21 亿元，净资产 2.22 亿元，

营业收入 29.98亿元，净利润 0.03亿元。 

5．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毕昇路 468 号锦江创意科技大厦 34

层；注册资本 121,758.59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东；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社会经济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城

市综合性交通枢纽项目投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

建设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土地整理；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

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不含培训）；园林绿化工程；物流信息咨询；销售：金属制品、建

筑材料、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矿产品、煤炭；园区管理服务；

旅游资源开发；游览景区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包含治疗及诊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57.33亿元，净资产 16.23亿元，

营业收入 3.47亿元，净利润 0.22亿元。 

6．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12号 2楼；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杨万辉；经营范围：电力技术开发；环保节能产品的研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

电力工程（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电力生产（另设分支机构经营）；电力供

应 （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建筑工程施工（工程类凭

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管理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商务咨询（不含投资

咨询）；国内贸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力

资源中介服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污水处理及再生利

用；水资源管理服务；水污染治理；热力生产和供应；管道工程施工（凭资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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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营）；工矿工程建筑（凭资质证书经营）；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8.97亿元，净资产 14.41 亿元，

营业收入 1.97亿元，净利润 0.01亿元。 

7．四川铁投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1 栋 2 层 2 号；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郑洪涛；经营范围：农业技术开发；种畜禽销售（未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国内贸易代理；食品经营（未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饲料添加剂、农副产品、有机肥料、冷鲜

肉、饲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苗木种植（另择场地经营）及销售（不

含林木种子）；食品加工技术开发；市场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类及

投资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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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7 亿元，净资产 1.02 亿元，

营业收入 0亿元，净利润-0.002亿元。 

8．中国四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中国四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由铁投集团等共同出资 2 亿美金在香港设立，

2016年 11月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作为四川省首家在海外设立的综合性投融资

平台公司，以肩负四川国资海外投资合作、海外融资、海外重大项目对接交流这

三大平台职责和使命，依托川港两地优势和股东单位的优势及专业强项，以立足

香港为起点，沿着国家“一带一路”提倡为重点海外市场和目标区域，充分发挥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国际资管中心的区位优势，在项目投资、

金融服务、物流贸易等方面寻求投资机会。 

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1.24亿元，净资产 14.56 亿元，

营业收入 28.18亿元，净利润 0.31亿元。 

9.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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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子公司，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

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街 15号；注册资本 368732万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黄卫；经营范围：四川省属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

铁路勘察设计、施工；水泥制品生产及销售；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运输代理；装

卸搬运；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仓储业；物流和物业管理；工程监理、工程检测、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材料生产；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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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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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69.26亿元，净资产 55.62 亿元，

营业收入 34.1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 

三、履约能力分析 

铁投集团及其他关联方长期从事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及运

营管理，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正常，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2、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公平、诚信原则，根据市场价格并

以与无关联的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 

2020 年 4 月 28 日、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公司和铁投集团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在 2020 年度至 2022 年度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由协议双方在乙方每年的年度董事会前进行计划、估算并依法进行审批与

披露。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从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 

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

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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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同时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