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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21-007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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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

各项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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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与会5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

项小龙、杨晓光、唐军和谢新宇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定价客观、公

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并发表了书面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核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告中涉及公司简称的释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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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控集团 指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联公司 指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安庆大桥公司 指 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望潜公司 指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芜雁公司 指 安徽省蕪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溧广公司 指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扬绩公司 指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邦宁物业 指 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速石化 指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 

驿达公司 指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招商 指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资本 指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建设 指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指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皖通小贷 指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交控金石 指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宣城交投 指 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高速地产 指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交运集团 指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总院 指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指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七星工程 指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中兴监理 指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高路建设 指 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环宇公司 指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交控信息产业 指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经工集团 指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传媒 指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 

联网公司 指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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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委 

 

托 

 

管 

 

理 

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

受托管理部

分路段及相

关站点 

安徽交控集团 10,874.7 9,412.84 

望潜公司 434.76 448.30 

安庆大桥公司 1,408.67 1,255.52 

溧广公司 1,384.94 1,495.45 

扬绩公司 1,657.66 1,349.04 

为我公司提

供皖通园区

物业管理服

务 

邦宁物业 355.00 342.74 

 小计 16,115.73 14,303.89 

 

 

 

 

 

 

 

 

 

 

租 

 

赁 

 

业 

 

务 

 

我公司提供

皖通园区房

屋租赁 

安徽交控集团 686.23 629.36 

安联公司 58.50 58.50 

望潜公司 2.88 2.88 

皖通小贷 22.29 22.29 

交控资本 34.59 34.59 

交控建设 92.39 113.97 

高速石化 55.31 51.47 

驿达公司 97.53 96.09 

融资租赁 44.22 44.22 

邦宁物业 2.88 2.16 

交控招商 10.5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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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2021 年度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人民币 38,330.29

万元，其中委托管理类预计为人民币 1,484.15 万元，租赁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5,117.05 万元，商品采购类预计为人民币 405.14 万元，工程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28,970.95 万元，联网收费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2,353 万元。 

交控金石 10.49 10.49 

交控信息产业 26.61 26.61 

设计总院分公司 1.05 0.35 

高速公路服

务区租赁 

 

驿达公司 

 

898 845.62 

高速公路加

油站租赁 
高速石化 2,709.72 2,709.72 

土地租赁 宣城交投 50 50 

 小计 4,803.19 4,708.81 

设计 

、检 

测及 

其他 

工程 

业务 

设计总院 1,184.38 1,326.42 

检测中心 1,569.35 299.39 

七星工程 1,120 208.73 

高路建设 23,400.70 13,953.97 

环宇公司 9,822 586.46 

经工集团 702.93 676.84 

中兴监理 566.14 229.10 

高速传媒 110 0 

交控信息产业 235.80 173.37 

小计 28,449.3 17,454.28 

联网收费业务 联网公司 3,475 2,426.4 

广告业务 高速传媒 40 0 

合计  52,883.22 38,8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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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 2021

年度预计金

额（单位：

万元）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单

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备注（单位：万元） 

 

 

 

 

 

 

 

 

委 

 

托 

 

管 

 

理 

本公

司 

及其

子公

司受

托代

管部

分路

段 

安徽交控

集团 
979.01 203.96 9,412.84 

代管路段：合巢芜高

速、界阜蚌高速、合

安高速、马鞍山大

桥、望东长江公路大

桥等共计 3,375.9 公

里的公路及桥梁 

合同名称： 

集团公司与皖通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安联公司 62.00 12.92 0 

代管路段：京台高速

合徐南段 112.5 公里

及黄祁高速 102.2 公

里路段 

合同名称： 

安联公司与皖通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安庆大桥

公司 
15.14 3.15 1,255.52 

代管路段：安庆大桥

6.0 公里及岳武高速

46.2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安庆长江公司与皖通

公司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望潜公司 15.00 3.125 448.30 

代管路段：济广高速

望东大桥北岸接线

50.0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望潜公司与皖通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芜雁公司 5.00 1.04 0 
代管路段：芜雁高速

16.9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芜雁公司与皖通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溧广公司 11.00 2.29 1,495.45 
代管路段：溧广高速

38.8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溧广公司与宣广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6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扬绩公司 22.00 4.58 1,349.04 

代管路段：溧黄高速

宁绩段 76.3 公里路

段 

合同名称： 

扬绩公司与宁宣杭公

司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为我

公司

提供

皖通

园区

物业

管理

服务 

邦宁物业 375.00 93.75 342.74 
接受园区物业管理

服务 

合同名称： 

皖通高科技产业园区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 

合同期限： 

2020.9.1-2021.8.30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小计 1,484.15 324.82 14,303.89   

 

 

 

 

 

 

 

 

 

 

租 

 

赁 

 

业 

 

务 

 

我公

司提

供皖

通园

区房

屋租

赁 

安徽交控

集团 
579.32 120.69 629.36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交控集团合同期限：

2019.10.1-2021.6.30 

交控池州桥项目办合

同期限： 

2020.7.1-2021.6.30 

交控池州桥接线项目

办合同期限： 

2020.12.16-2021.12.1

5 

（以上预计金额为全

年金额） 

交控建设 177.08 23.74 113.97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20.10.1-2021.6.30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驿达公司 94.65 19.72 96.09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18.5.1-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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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2021.1.1-2021.12.31 

安联公司 58.50 34.13 58.50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20.3.1-2022.2.28 

高速石化 52.43 10.92 51.47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19.9.1-2021.8.31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2020.1.1-2021.12.31 

2020.5.1-2022.4.30 

2021.1.1-2021.12.31 

融资租赁 44.22 9.21 44.22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21.1.1-2021.12.31 

交控资本 33.29 6.94 34.59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19.7.1-2021.6.30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交控招商 10.49 2.19 10.49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19.7.1-2021.6.30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交控金石 10.49 2.19 10.49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0.3.1-2022.2.28 

皖通小贷 22.29 4.64 22.29 
皖通园区房屋、车位

租赁 

合同期限：

2021.1.1-2021.12.31 

望潜公司 2.88 0.60 2.88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19.11.1-2021.10.31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邦宁物业 2.88 0.60 2.16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0.9.1-2021.8.31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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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总院

分公司 
0.70 0.15 0.35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0.11.1-2021.4.30 

 
交控信息

产业 
0 0 6.92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0.1.1-2020.6.30 

高速

公路

服务

区租

赁 

 

驿达公司 

 

1,087.39 271.85 845.62 提供服务区租赁 

皖通公司所属服务区

合同期限： 

2020.1.1-2022.4.30 

高速

公路

加油

站租

赁 

高速石化 2,830.44 589.67 2,709.72 提供加油站租赁 

皖通公司所属加油站

合同期限：

2018.4.1-2021.3.31 

（预计金额为全年金

额） 

宁宣杭公司南漪湖服

务区加油站合同期

限： 

2021.1.1-2023.12.31 

土地

租赁 
宣城交投 50.00 0 50.00 提供土地租赁 

合同期限：

2021.1.1-2021.12.31 

场地

租赁

及会

务 

高速地产 60.00 0 0 
酒店会务及场地租

赁费 
 

 小计 5,117.05 1,097.24 4,689.12   

商品 

采购 

交运集团

下属子公

司 

405.14 0 0 
采购班车、生产用车

等车辆及车险 
 

设计 

、检 

测及 

其他 

工程 

业务 

设计总院 782.50 0 1,326.42 接受规划设计服务  

检测中心 366.40 0 299.39 接受施工检测服务  

七星工程 173.00 23.75 208.73 接受施工检测服务  

高路建设 25,038.00 0 13,953.97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机电材料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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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环宇公司 2,270.00 0 586.46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交控信息

产业 
1,973.10 0 173.37 

接受 IT 运维服务,机

电工程服务等 
 

经工集团 2,572.00 0 676.84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高速传媒 252.00 0 0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中兴监理 188.95 0 229.10 接受施工监理服务  

小计 28,970.95 23.75 17,454.28  

1、2021 年高路建设与

环宇公司重复预计

2,070 万元，与经工集

团重复预计 1,570 元，

与高速传媒重复预计

80 万元，与交控信息

产业重复预计 815 万

元；  

2、2021 年检测中心与

七星公司重复预计

110 万元； 

因最多由其中一

家公司中标，故小计

金额减去重复预计

4,645 万元。 

联网收费

业务 
联网公司 

2,100 0 1,414.82 
接受联网收费路网

运行服务 

合同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公告 

253 0 1,011.58 
接受联网收费管理

平台升级改造服务 

合同期限为 2020 年

12月至2021年11月，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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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因工程业务需要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本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交易额均是依据合同条款确认的当期

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6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项小龙，经营范围：公路等交通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监理、检测、设计、施工，收费、养护、路产路权保护等运营管

理，技术服务与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道路运输，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物流、仓储与物资贸易；投资与资产管理；高速公路沿线服

务区经营等。 

安徽交控集团未经审计之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61.43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18.87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1998年8月3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

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7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

为民，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收费及运营服务；房地

产开发及销售；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建材销售；室内

过并公告 

 小计 2,353 0 2,426.4   

合计  38,330.29 1,445.81 38,8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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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装饰。 

安联公司未经审计之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7.78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1.19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三）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4 月 6 日，公司所在地为

安徽省安庆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5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汪小文，公司经营范围：大桥建设及筹资、

物资供应、三产经营、大桥经营管理服务。 

安庆大桥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13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0.40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四）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8 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徽

省合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苏新国，公司经营范围：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业务。 

望潜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879.37 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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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4,247.5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五）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3 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

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杨朝辉，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

建设、施工、管理、收费、养护、施救、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物资仓储

及其他配套服务；房屋租赁、汽车（除小轿车）及零配件、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及维修、室内外装饰；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芜雁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071.22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11,027.22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六）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

合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苏新国，公司经营范围：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业务。   

溧广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543.04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9,373.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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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七）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

宣城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为方昱，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建设、施工、管理、收费、养

护、施救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物资仓储及其它配套服务；房屋租赁；汽

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及维修；室内外装饰；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扬绩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0.96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2.46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八）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7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

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6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人代表为陈华文。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维修；有型市场经

营管理，停车服务、绿化、室内外装饰、设备维护、水电安装、酒店管理。 

邦宁物业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731.76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121.4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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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隶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安徽安联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九）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人代表为王宏祥。经营范围：道路、桥梁隧道、港口、房屋建筑、

机场、水坝、市政、给排水、轨道交通工程、绿化工程、机电工程及相关基础设施

的建设、施工；工程建设领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咨询与服务。 

交控建设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1,895.48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66.45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成立，公司

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杨群山，经营范围：高速公路

服务区经营管理，建设工程投资，商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物流配送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零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广告业务，餐饮、客房服务

等。 

驿达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3,934.56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60.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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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一）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洋。

公司许可经营项目：成品油零售；润滑油、燃料油（不含化学危险品）、重油、化

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汽车用品及装饰品等销售；煤炭、沥青的生产、加工、

销售及仓储；汽车修理；场地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对分支机构加油站的经营

进行管理。 

高速石化未经审计之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4.43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为人民币1.18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二）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6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43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为徐义明，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可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包括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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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保理业务、国内及离岸保理业务、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经许可的其他相

关业务，即与租赁物及租赁客户有关的上述业务。 

融资租赁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74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0.89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省交通控股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三）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0 亿，法人代表为徐义明。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

资、企业并购重组、项目融资、受托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交控资本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51,196.43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四）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江荣华，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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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直投基金或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需经中国证监会前置审批的除

外）；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问服务。（未经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取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交控招商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614.16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1101.81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五）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平进，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发起设立

证券投资基金。 

交控金石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797.40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2048.49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交

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六）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经省金融办批复同意，由安徽省最大的交通基



 

18 

 

建企业—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七家大型企业发起成立的国有控股小

额贷款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5 亿，法人代表为徐

霖。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小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皖通小贷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05.87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241.93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七）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 亿元，法定代

表人：吴方明，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

(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水运基础设施、交通投资项目及配套项目

（含公路运输、物流、客运站场、城市公交、国省干线公路沿线部分土地出让前期

开发、资产租赁服务）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充电桩安装与服务等。 

宣城交投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73 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为人民币 1.11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安徽宁宣杭投资有限公司之

主要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八）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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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万元，法定代表人：陶文胜，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房地产中介

代理及咨询服务，建材、金属材料、木材、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计算机及配件、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

务信息咨询。 

高速地产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0.88 亿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4.80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九）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2.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方诗乔，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汽车客运服务，道路运输（不含化学危险品），城市、城际、

城乡公交，校车运营，货运代理服务，物流配送、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 

交运集团产业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1.75 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0.65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二十）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45,454 万元，法定代表人：苏新国，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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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范围：交通与城乡基础设施、资源与生态及环境以及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等工

程的投资、规划、咨询、项目管理、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建造、运维、技术、

装备和建筑材料开发与中介、总承包及对外承包工程。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一）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是一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试验检测机构，法人代表为杨晓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

元。中心成立于 2004 年，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

人防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工程、岩土工程、建筑材料和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的

检测、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材料销售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二）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闫旭，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公路、桥梁、隧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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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交通、市政工程状况检测；评估、施工监控、量测，工程材料试验研究及技术

服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三）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9.67 万

元，法定代表人：沈项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监理、试验检测、项目管理、项目咨询、项目代建、项目环

境评价、项目安全评价。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四）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月，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9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胡红雨，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水利水

电、港口与航道总承包，钢结构、建筑结构补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公路路基、

公路路面、桥梁、隧道、建筑装修装饰、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护栏、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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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线、声屏障、隔离栅等交通安全设施产品生产、销售与施工，公路路基、路面、

桥梁、隧道、机电养护施工，对外工程承包等。 

高路建设未经审计之 2020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7.14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0.24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为交控集团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五）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321 万元，法定代表人：周国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建设开发服务，项目投资，公路交通工程及

机电工程施工、维护，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公路养护，建筑结构补强，建筑材料、

机械、电子设备销售，公路建设节能产品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新能源项目开发，改性沥青生产、乳化沥青生产，沥青销售。 

环宇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74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867.10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

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二十六）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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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倪虹，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交通收费系统

（含现金及电子支付）的建设、运营与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服务、开发；客户服务及呼叫中心

业务；科技人力外包服务；公众出行信息服务资源开发、运营管理；交通运输信息

服务等。 

交控信息产业未经审计之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173.07 万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394.33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七）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 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传宝，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

智能化、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设计；水电安装；建筑幕

墙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 

经工集团未经审计之 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04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0.13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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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沈阳，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国内广告，室内外装饰、设计施工，会议会展服务，广告牌租赁，企业

营销策划，市场调研。 

高速传媒未经审计之 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28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0.55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九）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陈平，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公司经营范围：安徽交通卡（含城市公共交通卡）、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含电

子收费 ETC)、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建设、运营与服务；智慧交通项目投资、建

设、运营与服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及产品检验与测试等。 

联网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0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98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717.7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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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计总院、检测中心、七星工程及中兴监理的财务指标参照设计总院（股

票代码：603357）公开披露的信息。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

立第三方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既无独立第三方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

格（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依据；对于确实无法采用前述方法定价

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工程类关联交易价格由招投标结果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组成部分，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