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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
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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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及金额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及路桥集团控股子公司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航公司”）
拟与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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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四院”）组成联合体
投资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总额约 16.53 亿
元，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25%，即 4.13 亿元。联合体中路桥集团、路
航公司分别出资约为 2066 万元、413 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5%、1%，合计约 2479
万元。
●

过去 12 个月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

1．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6 日、4 月 2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
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以 4.06 元/股的价格
向控股股东铁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公司股本的 30%，即
1,111,597,653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4,513,086,471.18 元。因铁投集团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6 日、2020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河公
司”）由本公司、平昌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华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按
78%、12%、10%的比例共同组建。巴河公司包含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因房地产
开发业务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和业务发展规划不符，而是公司控股股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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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集团开展的业务内容之一，为保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也为避免与控股
股东形成同业竞争，故拟在巴河公司将房地产业务之外的水电业务通过巴河公
司派生分立的方式，进入分立新设的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电力公司”）后，再将分立后保留房地产业务的巴河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的方
式，将房地产业务从公司体系内进行剥离。由此，经公司与铁投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瑞公司”）协商一致，公司将
分立后、仅包含房地产业务的巴河公司 78%股权转让给川瑞公司，转让价格为
3,090.52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0-055 的《四川路桥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暨转让巴河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
告》。
3．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放弃控股（全资）投资镇巴（川陕界）至广安
高速公路项目，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四川省
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以参股的方式投资该项目。其分别
占比为 19%、70.99%、10%、0.01%。该项目总投资约 442.77 亿元，项目资本金约
90.77 亿元。路桥集团按参股比例 19%，共需投入项目资本金约 17.25 亿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0-074 的《四川路桥
关于路桥集团放弃控股并参股投资镇巴（川陕界）至广安高速公路项目的关联交
易公告》。
4．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合同的议案》等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调整后公司以 3.99 元/股的价
格向控股股东铁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064,274,779
股，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 4,246,456,368.21 元。因铁投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情况为：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推动我省市域轨道交通发展，进一步完善市域交通产业布局，积累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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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投运经验，获取施工利润，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及路桥集团控股子公
司路航公司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及中铁四院组成联合体投资宜宾市智
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联合体中路桥集团、路航公司分别出资约为 2066
万元、413 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5%、1%，合计约 2479 万元。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放弃控股并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
的议案》。会议应出席人数 11 人，实际出席人数 11 人，其中委托出席 2 人，董
事杨如刚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李琳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杨勇因公出差，委
托独立董事吴越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长熊国斌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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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董事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 4 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表示同意。
因铁投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除已经履行相关义务的）达到
3000 万元，但未达到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
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相关方情况介绍
（一）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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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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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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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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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注册地址：武昌区和平大道 745 号
法定代表人：凌汉东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2 年 06 月 03 日
经营范围：承担国内铁道、公路、市政、地铁轻轨、建筑、煤炭、电力、化
工石化、石油天然气、冶金、机械、商物粮、核工业、电子通信广电、建材、水
运、民航、军工、水利、海洋、轻纺、农林等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测绘、
勘察、设计、咨询、造价服务、环境评价、工程总承包、建筑安装、项目管理、
检验检测、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具体范围见资质证书）；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勘查、设计、监理；工程设备、机械、产品的制造、销售；承包境外工
程项目，对外派遣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基础设施投资业务。（依法须
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类型该关联交易类型为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项目概况
T2 线项目：全长 9.58 公里，翠屏区西郊路—叙州区啤酒广场。设站 9 座，
设置停车场 1 座（占地 45 亩），T2 线初近远三期，全日客运量预测分别为 2.46
万人次、4.04 万人次、5.70 万人次，智轨列车配置分别为 11 列、16 列、23 列。
T4 线项目：全长 29.6 公里，临港区—南溪区，串联三江新区、南溪城区。
设站 12 座，设置停车场 1 座（占地 77 亩），T4 线初近远三期，全日客运量预测
分别为 1.84 万人次、3.31 万人次、5.92 万人次，智轨列车配置分别为 23 列、
34 列、54 列。
T2、T4 线总投资估算总额约 16.53 亿元，其中工程费约 7.21 亿元，车辆
购置费用约 5.44 亿元。项目合作期限为 12 年，其中建设工期为 1.5 年，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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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三）合作模式
宜宾三江投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江投公司”）作为宜宾市人民政府
的出资机构为本项目招商主体，与中标社会投资人共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投资、
建设、运营智轨 T2、T4 线。运营期满后，社会投资人将其在项目公司中的所持
股权，按投入资本金额（历史成本）转让给三江投公司或其指定的公司，项目公
司移交宜宾方。
本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25%，即 4.13 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控制在资本金额度内，其中三江投公司股权占比 20%，只承担出资义务，不参与
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享有项目公司的经营收益。社会投资人对项目公司合
计合计持股 80%。本次投标拟由铁投集团（持股比 73%）作为牵头人，与路桥集
团（持股比 5%）、路航公司（持股比 1%）、中铁四院（持股比 1%）组成联合体共
同参与项目投标，即路桥集团出资约 2066 万元，路航公司出资约 413 万元，合
计 2479 万元。
该项目拟由铁投集团负责投资协调统筹管理，中铁四院负责项目工程勘察设
计，路桥集团及路航公司负责项目具体工程施工建设管理。
（四）项目回报机制
在合作期限内，招商人每年向项目公司支付成本补助及收益回报。本项目成
本补助包括银行融资补助、财务费用补助、融资担保费用补助、运营成本补助；
收益回报主要是绩效考核奖励，绩效考核办法分 6 档予以考核打分，以投入的资
本金为基数，最高可按 LPR+240bp 计算资本金回报，我方与宜宾方将共同制定绩
效考核办法。本项目所有回报由宜宾市政府进行兜底支付。
根据绩效考核打分最低和最高标准（LPR 按 5 年期利率 4.65%）计算项目资
本金收益率约为 5.65%—7.05%。
四、放弃项目控股权的原因
路桥集团、路航公司与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参与宜宾智轨 T2、T4 线项目，
与 2019 年路桥集团于作为参股方（持股比 9%）与铁投集团共同投资的宜宾智轨
T1 线项目，均属投资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类公共服务产品项目，且 T1 线由铁投集
团下属公司四川川南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负责统筹运营管理，考虑到两个项目
高度关联，以及投资运营管理等相关情况，公司拟放弃该项目投资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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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股项目的原因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发展前景广阔，以参股方式投资该项目有利于公司接触了
解行业运行规律，积累经验，为今后进入该领域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该项目能赚
取一定的投资收益及施工利润；而且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及项目招
标文件的相关内容，如项目投资人具有相应资质，可不通过招投标程序选择施工
单位，直接由投资人组织实施。路桥集团和路航公司均具备相关公路工程施工承
包资质，以参股方式成为项目投资人后能够直接承包项目的施工，从而为公司赚
取施工利润。故公司决定由路桥集团、路航公司与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以参股
方式投资。
按路桥集团和路航公司的股权比例总额 6%计算，需要出资资本金约 2479 万
元，若路桥集团、路航公司将本项目部分施工利润作为项目资本金投入，即可满
足资本金出资的需求，路桥集团和路航公司参股该项目不会增加公司的融资压力。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放弃该项目控股权，由路桥集团、路航公司与铁投集
团、中铁四院组成联合体共同投资该项目，其中路桥集团和路航公司持股比例分
别为 5%、1%。综合考虑实施机构为市级平台和战略布局等各方面因素，投资该项
目具有一定意义。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路桥集团参股投资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不会影响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子公司放弃控股并参股
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如刚、严志明、李
琳已回避表决，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子公司放弃控股并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公司
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控股子公司路航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
参与该项目投资。路桥集团、路航集团在联合体中参股比例分别为 5%、1%，需要
出资本金分别约为 2066 万元、413 万元。以参股方式投资该项目有利于公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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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了解行业运行规律，积累经验，为今后进入该领域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该项目
能赚取一定的投资收益和施工利润。该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
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且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子公司放弃控股并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公司
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控股子公司路航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组成联合体
参与该项目投资。路桥集团、路航集团在联合体中参股比例分别为 5%、1%，需要
出资本金分别约为 2066 万元、413 万元。以参股方式投资该项目有利于公司接
触了解行业运行规律，积累经验，为今后进入该领域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该项目
能赚取一定的投资收益和施工利润。该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
我们同意《关于子公司放弃控股并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 线项目
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
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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