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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1-016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 24 项交易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

行，属一般的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

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审议批准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签署有关合同： 

1、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江苏镇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丹公司”）、江

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山大桥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常宜公司”）、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长公司”）与江苏现

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路桥公司”）分别签署的《路桥维修养护等项目

框架协议》。 

2、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与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通工程公司”）分别签署的《桥梁检测施工等项目框架协议》。 

3、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

与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检测公司”）分别签署的《桥梁及路面

设施检测等项目框架协议》。 

4、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护技术公

司”）分别签署的《高速公路养护技术服务等项目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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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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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公司与江苏东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路桥公司”）签署的

《公路日常养护等项目框架协议》。 

6、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

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传媒公司”）分别签署的《广告发布、文化建

设等项目框架协议》。 

7、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南京感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感动科技公司”）分别签

署的《数据系统等服务项目框架协议》。 

8、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

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信息公司”）分别签署的《机电系统建设

与维护等项目框架协议》。 

9、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与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行宝公司”）分别签

署的《SDWAN 二阶段服务等项目框架协议》、《ETC 客服网点租赁协议》。 

10、本公司与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集公司”）签署的《房屋租

赁协议》。 

11、本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与江苏翠屏山宾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屏山宾馆”）签署的《采购服

务等项目框架协议》。 

12、本公司与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商运”）签署的《物

业管理等项目框架协议》。 

13、 本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控”）签署的《云平台技

术服务项目框架协议》。 

1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

公司与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网公司”）签署的《路网管

理服务协议》。 

1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扬子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管理公司”）

和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宁杭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杭文旅公司”）签署的《员工拓展培训协议》。 

1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高速公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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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养护公司”）签署的《桥梁检测框架协议》。 

1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与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速石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泰兴市和畅油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油

品公司”）签署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协议》。 

18、本公司与高速石油公司签署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补充协议》。 

19、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交控

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培训公司”）签署的《业务培训协议》。 

20、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与江苏和

泰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高速经营公司”）签署的《工程物资采

购协议》。 

21、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长江商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商能公司”）

与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江苏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锡常

南部高速公司”）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及《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协议》。 

本公司关联董事孙悉斌先生、陈延礼先生、陈泳冰先生对第 1-21 项议案回避表决，

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均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2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与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扬子大桥公司”）、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沪通大桥公司”）、广靖锡

澄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签署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2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与广靖锡澄公司、扬子大桥公司签署的《车

辆租赁协议》。 

本公司关联董事孙悉斌先生、陈延礼先生、陈泳冰先生、吴新华先生对第 22-23

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均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

股东整体利益。 

24、本公司与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交通科研”）

签署的《茅山隧道管理平台建设咨询框架协议》。 

本公司关联董事吴新华先生对第 24 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此项议案均投了

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本公司 5名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发表了日常关联交易独立意见书。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

易进行了审核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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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以上 24 项关联交易累计计算达到

披露要求，有关费用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少于 5％，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任何部门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0 年（前次）

预计金额 

2020 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现代路桥 41500 37080.87 / 

高速信息公司 4200 3114.79 / 

通行宝公司 2302 2088.38 / 

养护技术公司 980 980.00 / 

感动科技公司 800 679.97 / 

联网公司 2300 1743.63 / 

东方路桥 150 0.00 暂未发生 

华通工程公司 1535 1094.68 / 

交控培训公司 600 350.93 培训量减少 

翠屏山宾馆 60 35.51 实际工作量减少 

交通传媒 40 35.96 / 

现代检测公司 90 82.62 / 

小计 54557 47287.34 / 

广靖锡

澄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现代路桥 15000 8500.18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高速信息公司 1500 186.51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通行宝公司 787 526.13 / 

养护技术公司 568 50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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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检测公司 280 228.09 / 

感动科技公司 320 138.73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联网公司 500 378.75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扬子江管理公

司 
2259 1325.27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江苏高速公路

养护有限公司 
165 46.29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交控培训公司 149 11.03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小计 21528 11847.7  

镇丹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通行宝公司 52 51.48 / 

养护技术公司 13 11.60 / 

感动科技公司 150 22.23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联网公司 50 24.66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小计 265 109.97 / 

扬子江

管理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感动科技公司 50 0 暂未发生 

交控培训公司 66 30.66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交通传媒 12 11 / 

小计 128 41.66 / 

五峰山

大桥公

司接受

关联人

华通工程公司 220 0 暂未发生 

小计 22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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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

劳务 

常宜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通行宝公司 15 0 暂未发生 

小计 15 0 / 

宜长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通行宝公司 7 0 暂未发生 

小计 7 0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合计 76720 59286.67 / 

扬子江

管理公

司向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扬子大桥公司 2032 1467.97 / 

沪通大桥公司 181 170.75 / 

广靖锡澄公司 2259 1325.27 
2020 年度实际工作量减

少 

宜长公司 0 0 / 

常宜公司 0 0 / 

小计 4472 2963.99 / 

向关联

人提供

的劳务 

合计 4472 2963.99 / 

本公司

为关联

现代路桥 169 169.00 / 

高速石油公司 664 658.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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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小计 833 827.66 / 

广靖锡

澄公司

为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高速石油公司 1450 1447.61 / 

小计 1450 1447.61 / 

为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合计 2283 2275.27 / 

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接

受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交控商运 89.46 88.73 / 

小计 89.46 88.73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关

联租赁 

合计 89.46 88.73 /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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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1 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1 初

至披露

日与关

联人累

计已发

生的交

易金额 

2020 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本公司

及全资

子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现代路桥

公司 
18066 36.53 0 37080.87 66.56 

2021 年度

预估工作

量减少 

华通工程

公司 
2235 4.52 0 1094.68 1.96 

2021 年预

估工作量

增加 

现代检测

公司 
840 1.70 0 82.62 0.15 

2021 年预

估工作量

增加 

养护技术

公司 
2000 4.04 0 980.00 1.76 

2021 年度

服务项目

增加 

东方路桥

公司 
1237.4 2.50 0 0 0 

2021 年预

估工作量

增加 

交通传媒

公司 
1397 2.82 7.99 46.96 0.08  

2021 年度

服务项目

增加 

感动科技

公司 
1387 2.80 11.00 679.97 1.22 

2021 年度

服务项目

增加 

高速信息 3650 7.38 43.29 3114.79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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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通行宝公

司 
502 1.01 347.22 2088.38 3.75 

2021 年的

部分额度

在以前年

度已审批 

交控商运 99.13 0.20 7.68 0 0  

2021 年度

服务项目

增加 

江苏交控 273 0.55 0 0 0 
2021 年新

发生项目 

宁杭文旅

公司 
20 0.04 0 0 0 

2021 年新

发生项目 

招商局交

通科研 
200 0.40 0 0 0 

2021 年新

发生项目 

小计 31906.53 64.51 417.18 45168.27 81.07 / 

广靖锡

澄公司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现代路桥

公司 
6300 12.74 64.66 8500.18 15.26 

2021 年度

预估工作

量减少 

华通工程

公司 
1100 2.22 0 0 0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现代检测

公司 
600 1.21 0 228.09 0.41 / 

养护技术

公司 
600 1.21 0 506.72 0.91 / 

感动科技

公司 
200 0.40 0 138.73 0.25 / 

高速信息

公司 
800 1.62 0 186.51 0.33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通行宝公 20 0.04 39.21 526.13 0.94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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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的部分额

度在以前

年度已审

批 

联网公司 700 1.42 38.33 378.75 0.68 / 

宁杭文旅

公司 
55 0.11 0 0 0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工程养护

公司 
1900 3.84 0 46.29 0.08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小计 12275 24.82 142.20 10511.40 18.87  

镇丹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

公司 
537.5 1.09 6.80 0.00 0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养护技术

公司 
60 0.12 0.00 11.60 0.02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感动科技

公司 
60 0.12 0.00 22.23 0.04 

2021 年新

增工作量 

小计 657.50 1.33 6.80 33.83 0.06 / 

五峰山

大桥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

公司 
975 1.97 0 0 0 

2021 年拟

开通项目 

现代检测

公司 
250 0.51 0 0 0 

养护技术

公司 
100 0.20 0 0 

        

0 

感动科技

公司 
260 0.53 0 0 0 

通行宝公

司 
370 0.75 0 0 0 

联网公司 250 0.51 0 0 0 

小计 2205 4.4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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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宜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

公司 
300 0.61 0 0 0 

2020年 12

月新开通

项目 

现代检测

公司 
200 0.40 0 0 0 

养护技术

公司 
50 0.10 0 0 0 

感动科技

公司 
100 0.20 0 0 0 

高速信息

公司 
100 0.20 0 0 0 

通行宝公

司 
200 0.40 1.97 0 0 

联网公司 100 0.20 1.98 0 0 

宁杭文旅

公司 
10 0.02 0 0 0 

交控培训

公司 
40 0.08 0 0 0 

小计 1100 2.22 3.95 0 0 

宜长公

司接受

关联人

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

公司 
400 0.81 0 0 0 

2021 年新

开通项目 

养护技术

公司 
150 0.30 0 0 0 

感动科技

公司 
100 0.20 0 0 0 

高速信息

公司 
100 0.20 0 0 0 

通行宝公

司 
200 0.40 0.78 0 0 

联网公司 100 0.20 0.8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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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杭文旅

公司 
15 0.03 0 0 0 

工程养护

公司 
200 0.40 0 0 0  

交控培训

公司 
50 0.10 0 0 0 

小计 1315 2.66 1.61 0 0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合计 49459.03 100.00 571.74 55713.50 100.00  / 

本公司

及全资

子公司

向关联

人提供

的劳务 

扬子大桥

公司 
1980 15.58 0 1467.97 49.53  / 

沪通大桥

公司 
1060 8.34 0 170.75 5.76  

2020 年 7

月新开通

项目 

广靖锡澄

公司 
2130 16.76 0 1325.27 44.71 / 

常宜公司 240 1.89 0 0 0 

2020年 12

月新开通

项目 

宜长公司 300 2.36 0 0 0  
2021 年新

开通项目 

五峰山大

桥公司 
5850 46.03 0 0 0 

2021 年拟

开通项目 

苏锡常公

司 
1150 9.05 0 0 0  

2021 年拟

开通项目 

小计 12710 100.00 0 2963.99 100.00  / 

向关联 合计 12710 100.00 0 2963.99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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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

的劳务 

本公司

及全资

子公司

为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通行宝公

司 
100 2.04 14.73 55.17 2.19 / 

铁集公司 397.364 8.11 90.31 361.24 14.32 / 

高速石油

公司 
1821 37.18 331.06 658.66 26.11 租金调整 

小计 2318.364 47.33 436.10 1075.07 42.62 / 

广靖锡

澄公司

为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高速石油

公司、泰兴

油品公司 

2500 51.04 176.86 1447.61 57.38 租金调整 

小计 2500 51.04 176.86 1447.61 57.38 / 

常宜公

司为关

联人提

供的关

联租赁 

交通传媒

公司 
30 0.61 0 0 0 

2020年 12

月新开通

项目 小计 30 0.61 0 0 0 

宜长公

司为关

联人提

供的关

联租赁 

交通传媒

公司 
50 1.02 0 0 0 

2021 年新

开通项目 
小计 50 1.02 0 0 0 

为关联

人提供

的关联

租赁 

合计 4898.364 100.00 612.96 2522.68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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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全资子

公司接

受关联

人提供

的租赁 

五峰山大

桥公司 
450 76.01 0 0 0 

2021 年拟

开通项目 苏锡常公

司 
115 19.43 0 0 0 

扬子大桥

公司 
15 2.53 0 0 0 / 

广靖锡澄

公司 
12 2.03 0 0 0 / 

小计 592 100.00 0 0 0 /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租

赁 

合计 592 100.00 0 0 0 / 

本公司

及全资

子公司

向关联

人采购

物资 

翠屏山宾

馆 
333 51.15 0 35.51 100.00 

2021 年新

增采购量 

小计 333 51.15 0 35.51 100.00 / 

广靖锡

澄公司

向关联

人采购

物资 

和泰高速

经营公司 
100 15.36 0 0 0 

2021 年新

增供货商 

翠屏山宾

馆 
100 15.36 0 0 0 

2021 年新

增采购量 

小计 200 30.72 0 0 0 / 

五峰山

大桥公

司向关

联人采

购物资 

翠屏山宾

馆 
18 2.76 0 0 0 

2021 年拟

开通项目 
小计 18 2.76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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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宜公

司向关

联人采

购物资 

和泰高速

经营公司 
20 3.07 0 0 0 

2020年 12

月新开通

项目 

翠屏山宾

馆 
20 3.07 0 0 0 

小计 40 6.14 0 0 0 

宜长公

司向关

联人采

购物资 

和泰高速

经营公司 
30 4.61 0 0 0 

2021 年新

开通项目 
翠屏山宾

馆 
30 4.61 0 0 0 

小计 60 9.22 0 0 0 

向关联

人采购

物资 

合计 651 100.00 0 35.51 100.00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 6 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悉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37,747 千元 

主营业务： 江苏省境内收费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

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1,095,56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3,049,27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8,032,46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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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518,75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291 号汉府大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守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9,05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25%）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7.5%）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7.5%）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5%） 

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5%）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7.5%）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7.5%）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7.5%）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7.5%）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5%）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5%） 

主营业务： 路桥项目的工程养护、大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166,63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78,23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1,030,64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80,33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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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 9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石 

注册资本： 60,1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51%）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9%） 

主营业务： 道路、桥梁、水工结构、房屋结构检测、设计、施

工、养护及项目管理、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及技术

转让，工程监测、测量，建筑、道路新材料的开发、

推广和销售；市政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506,44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64,14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306,62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9,55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大道 3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茅荃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100%） 

主营业务： 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环境保护监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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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计量服务；公路工程监理；

建设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工

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机械设备租赁；

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智能车载

设备制造；图文设计制作。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94,37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9,25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79,08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9,04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栖霞区马群新街 189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赵佳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00%） 

主营业务： 公路养护工程（含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咨询、

评估及相关技术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72,16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8,24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84,11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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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2,08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东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苏路 60 号-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任新天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100%） 

主营业务： 道路、隧道和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工程建筑、养护及

管理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540,87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83,62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273,34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34,23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99 号江苏交控大厦 15 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蒙萌 

注册资本： 268,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37.31%） 

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5.37%）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2.40%）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46%） 



20 
 

江苏东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3.73%) 

江苏东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3.73%） 

主营业务： 广告业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78,85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98,79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125,85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7,96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南京感动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菱角市 66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明文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003.7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 

葛小川 (16.16%) 

吴畏 （8.75%） 

顾斌  （7.91%） 

南京感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8.83%） 

南京感想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35%） 

主营业务： 公路工程、交通工程、通信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施工、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数

据处理；计算机设备生产（限分支机构）、加工（限

分支机构）；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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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外部设备、办公设备、化工产品、建筑材料、

电子元器件、五金交电销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89,03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58,69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97,12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1,46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50号康缘智汇港 1幢 22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崔小龙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30%） 

江苏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25%) 

南京众盈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0%) 

 南京联盈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5%)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施工、软件研发、系统维护等工作

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186,13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90,51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

收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253,75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 人民币 19,46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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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2020 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紫东路 2号 31幢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明文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3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60.87%)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26.09%) 

上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5.22%) 

台州尚颀颀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35%) 

南通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48%) 

主营业务： 电子收费及智能交通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调试、

管理、维护维修、清分结算、技术服务、设备和系统

检验检测、销售；网络工程施工；网络技术服务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4,269,00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1,134,35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

收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466,34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

润（2020 年度）： 

人民币 181,89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103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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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95.1237%）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4.3763%）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0.5000% 

主营业务： 铁路、城际轨道等交通工程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

营管理，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的客、货运项目、仓储

物流项目以及沿线土地等综合资源开发，铁路、城际

轨道列车及相关站区的商贸服务，交通、电力等相关

产业投资，国内外贸易、广告宣传、酒店餐饮等现代

服务业的投资与管理，铁路建设发展基金的管理等省

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以及经

批准的其它业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269,350,31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

产（2020 年度）： 

人民币 169,920,48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

收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2,104,30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

润（2020 年度）： 

人民币 6,050,62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翠屏山宾馆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西路 168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成萍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268.06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100% 

主营业务： 住宿，餐饮服务，会议服务、人才培训、洗染服务，

物业管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休养服务，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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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管理及养护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2,57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0,56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41,72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58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 198 号三单元 6 楼 602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志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0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00%） 

主营业务： 商业管理；不动产投资；不动产租赁；物业管理；

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工程机械租赁；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询；办公

服务；会展服务；旅游管理；供应链管理；管道安

装、电气工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

施工；休闲健身服务（不含高危体育项目）；室内

娱乐活动；信息技术咨询；餐饮服务（须取得许可

或批准后方可经营）；餐饮配送；办公用品销售；

劳务派遣（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 

（2020 年度）： 

人民币 1,779,45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744,04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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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24,13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3,44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蔡任杰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800,000 千元  

主营业务： 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在省政府授权范围

内），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

资、建设、经营和管理，高速公路收费，实业

投资，国内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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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19 年度）： 

人民币 537,349,83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19 年度）： 

人民币 219,379,07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19 年度）： 

人民币 51,116,00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19 年度）： 

人民币 10,830,97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马群新街 189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德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4,4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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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0.32%）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3.62%） 

南京市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中心（3.62%） 

苏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3.62%) 

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3.62%) 

常州市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3.62%)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3.62%)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7.24%)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3.62%) 

南京绕越高速公路东南段有限责任公司(3.62%) 

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3.62%)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62%）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公司（3.62%）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3.62%）  

主营业务：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与技术研究及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568,29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44,61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

入（2020 年度）： 

人民币 113,82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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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44,17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宁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十里牌溧水东收费站 

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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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斌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 

主营业务： 国内旅游;帆船俱乐部、水上体育项目运动组织策

划、户外拓展训练服务;保险代理、票务代理服务;

会议、展览展示、庆典礼仪服务;摄影、摄像服务;

住宿、餐饮、家政、物业管理，服务;房车租赁、

营地服务;智能信息化工程设计、咨询服务;高速公

路服务区经营管理;百货、预包装食品、绿色养护

材料、家具销售;养护机具销售代理;工程设备销

售、租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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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 从事语言能力、艺术、体育、科技等

培训的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除面向中小学生开展

的学科类、语言类文化教育培训）;职工疗休养策

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9,23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88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人民币 5,98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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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79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淮安市汕头路二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万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4.00%）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8.00%） 

江苏宿淮盐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8.00%） 

江苏东部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16.00%）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路基、路面、通道、涵洞、桥梁、防护工

程的维修及建设施工，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站

区基础设施、绿化的维修和建设，高速公路工程检

测，高速公路技术咨询服务，设备租赁。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273,16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22,80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1,267,40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47,16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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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99号金融城 1号楼 22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成秀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1.1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8.83%） 

中国石油销售有限公司（40%） 

主营业务： 成品油零售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970,09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82,32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6,968,96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92,68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泰兴市和畅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 泰兴市广陵镇张拾村（广靖高速公路加油站）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凌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公司（100%） 

主营业务： 成品油零售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8,57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人民币 23,49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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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135,49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6,59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控培训有限公司 

住所：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洲公园内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庄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主营业务： 面向成人开展培训服务（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

证书类培训）、拓展培训、会务服务；企业信息咨

询、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资料翻译服

务；公关活动策划；保洁、住宿、旅游服务、餐饮

服务；文教用品、百货用品销售；日用品、工艺品、

礼品、电子产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物业管

理；电脑图文设计制作；自有房屋、场地租赁；图

书、报刊的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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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2,04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1,47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25,50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6,68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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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和泰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山西路 128 号 2801 室 

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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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志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18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00% 

主营业务：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出版物零售；

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洗浴服务；烟草制品零售；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公路管理与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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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汽车新车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会议及

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轮胎销售；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化妆品

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日用百货销售；

家用电器销售；润滑油销售；餐饮管理；广告设计、

代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

单位）；消防器材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用

钢筋产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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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销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91,10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3,50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160,24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14,58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 

住所： 镇江市新区港南路 401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颜耘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826,35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64.5%）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22.01%） 

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3.49%） 

主营业务： 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

建筑（不含危险化学品输送类）建设；公路管

理与养护；市政设施管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1,475,59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829,01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人民币 20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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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291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悉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956,2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65%）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2.82%） 

常州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2.18%） 

主营业务：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无锡至常州段建设、管理、

经营和养护；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0,398,05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6,225,253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18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301 室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137,248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7.7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6.66%）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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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4%） 

江阴大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3.59%） 

靖江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0.33%） 

主营业务：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及其它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

管理和经营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2,654,39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9,642,11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1,683,17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323,94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 291 号 301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尚岗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793,83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限公司（63.45%） 

南通沪通铁路大桥控股有限公司（18.63%） 

苏州沪通大桥投资有限公司（17.92%） 

主营业务： 长江大桥及其接线高速公路建设、管理、经营

和养护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1,874,22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4,558,68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人民币 396,257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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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187,535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 6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志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00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8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5%）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3,448,241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7,312,29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1,128,88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465,856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宜兴市宜城街道解放东路 60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志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91,480.88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60%） 

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40%） 

主营业务：  道路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架线工程、

管道工程的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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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2,896,56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632,534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002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富润花苑一区 52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志伟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19,846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60%） 

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13.8%） 

常州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6.2%） 

主营业务： 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

建筑（不含危险化学品输送类）、公路管理与养

护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900,768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1,536,84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419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1,787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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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福敏 

注册资本： 1,912,160 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比例：100%（出资额：191216 万元） 

主营业务： 公路与城市市政道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

公路客车及专用车、汽车运用、环保与节能、

计算机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7,917,97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0 年度）： 

人民币 3,516,56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营业收入

（2020 年度）： 

人民币 2,963,75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利润

（2020 年度）： 

人民币 214,450 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为现代路桥公司、华通工程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养护技

术公司、东方路桥公司、交通传媒公司、感动科技公司、高速信息公司、通行宝公司、

铁集公司、翠屏山宾馆、交控商运、联网公司、宁杭文旅公司、工程养护公司、高速石

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泰兴油品公司、交控培训公司、和泰高速经营公司、苏锡常南部

高速公司、扬子大桥公司、沪通大桥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交易所上

市规则第十章第 10.1.3 条，有关各方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人士，有关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07 条，上述各方及五峰山大桥公司亦是本公司的关

联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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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

同时持有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超过 10%或以上的权益，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4A.07、

14A.16(1)及 14A.16(2)条，广靖锡澄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控股公司，常宜公司、宜长

公司是关联控股公司（即广靖锡澄公司）的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人士。招商局交通科研是招商公路的全资子公司，亦是本公司的关联

人士。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由于现代路桥公司、华通工程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养护技术公司、东方路桥公司、

交通传媒公司、感动科技公司、高速信息公司、通行宝公司、铁集公司、翠屏山宾馆、

交控商运、联网公司、宁杭文旅公司、工程养护公司、高速石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泰

兴油品公司、交控培训公司、和泰高速经营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扬子大桥公司、

沪通大桥公司以及本公司均为同一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

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由于广靖锡澄公司及其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均是本公司的子公司，以往所签

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此我们认为与该 3 家公司有关关

联交易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招商局交通科研是招商公路的全资子公司，依法存续经营，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路面大中修养护项目、桥梁维修加固、标线补划

等日常路面维修养护项目及门架基础施工等项目与现代路桥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

议期限自2021年 4月 1日至2022年3月31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9656万元（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8066 万元，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1590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

与现代路桥公司就路面日常养护、交安设施维护、门架基础施工等项目分别签署日常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其中：镇丹公司协议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 万元（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537.5

万元，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62.5 万元）；五峰山大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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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90 万元（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不超过人

民币 975 万元，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15 万元）；广靖锡

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高速公路交安设施维修、绿化专项及日常

维修工程，分别与现代路桥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其中：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63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养护服务费

用上限是基于合约期预计工程量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目

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只

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本公司将监控情况,确保委托的工程总额不会超出有

关上限。路桥维修养护等服务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上述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或符合

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2、本公司就桥涵通道定期检查、钢桥及特殊结构桥梁专项检测、桥式护栏提升等

日常桥梁维修养护项目以及动态称重系统运营维护及数据分析等项目与华通工程公司

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2235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就路桥定期检查检测、施工等项目与华通工程公司

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 1100 万元。路桥检测、施工服务费用上限是基于合约期预计工程量及公开招标

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

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本公司将

监控情况,确保委托的工程总额不会超出有关上限。路桥检测、施工服务费用在接受相

关服务，上述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3、本公司就水下桩基检测、道路设施检测等项目与现代检测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840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与现代检测公司就五峰山过江通道主桥

及引桥进行开通前初始状态检查，包括桥涵基本信息采集、桥涵结构病害检查、支座病

害检查等项目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就路

桥检查检测、施工等项目，与现代检测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其中：广靖锡澄公司

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上述协议金额是根据协议期



40 
 

的工作量预估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

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

工作的市场价。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

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4、本公司就路面检测评定、养护工程方案设计、质量评估等综合技术服务项目与

养护技术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预估的工作量及参考市场价格，预计本公司支付给养护技术公司养护技术科研及服

务年费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与养护

技术公司就路面养护及五峰山过江通道路面竣工质量检测等项目分别签署日常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2021 年 6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根据预估的工作量及参

考市场价格，预计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共计支付给养护技术公司养护技术科研及

服务年费不超过人民币 160 万元，其中：镇丹公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五

峰山大桥公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就养护及综合技术服务等项目，分别与养护技术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

期限自 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预估的工作量及参考市场价格，预

计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支付给养护技术公司养护技术科研及服务年费不超过

人民币 800 万元，其中：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0 万元。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公司

分别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5、本公司就综合养护及冬防应急养护等项目与东方路桥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

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37.4 万

元。上述协议金额是根据协议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

它方式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

商决定，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协议的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本

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6、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文化展板及画册制作、广告发布、活动策划等宣

传项目与交通传媒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 2021 年预估的工作量及参考市场价格，预计支付给交通传媒公司协议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97 万元，协议的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

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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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交通传媒公司在沪宁高速公路沿线设立广告牌所产生的电费与本公司签

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一年，根据往年广告牌的用电量及 2021 年预计的用电量，

2021 年度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本公司按年度与其结算收取广告牌电费。 

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广告媒体租赁事项，分别与交

通传媒公司签署有关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预

估的工作量及参考市场价格，预计交通传媒公司支付租金三年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40 万元，其中：与广靖锡澄公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700 万元 2022 年不超过人

民币 8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与常宜公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50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

民币 70 万元），与宜长公司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80 万元）于每年的 12 月

31日交通传媒公司一次性支付当年广告媒体租赁金。 

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养护管理档案数字化、云值机系统服务及网站搭

建等项目与感动科技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87 万元（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

过人民币 1387 万元，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镇丹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与感动科技公司就云值机等信息化系统开

发维护项目分别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其中：镇丹公司协议期限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万元；五峰山大桥公司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80 万元（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6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

2023 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全

景高清摄像机架设、服务区 SDWAN 网络建设、门架抓拍上云、视频监控平台升级改造、

云调度平台使用、办公系统维护等项目分别与感动科技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其中：广靖

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

民币 100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

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

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系统建设与维护项目、智慧服务区开发及应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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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项目与高速信息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650 万元（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

人民币 3650 万元，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广

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监控、通信系统维护及备品备件采购

事项，分别与高速信息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300 万元，其中：2021 年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00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

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2022 年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0 万元（广靖锡

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

币 150 万元）；2023 年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8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上述

协议金额是根据协议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

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

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本公司将监控使用情况,确保委托的工程总

额不会超出有关上限。协议的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分别以自有资金或符

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SDWAN 二阶段服务项目、ETC 服务费等事项与通

行宝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 协议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867万元（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502万元，

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23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30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五峰

山大桥公司拟与通行宝公司就云调度及 SDWAN 服务等项目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协议期限自2021年 4月 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80万元（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37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480 万

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3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

司就路网技术服务等项目分别与通行宝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自 2021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40 万元,2021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

过人民币 42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 200 人民币），2022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520 万元（广

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5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

人民币 250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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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

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本公司与通行宝公司就租赁本公司房屋作为 ETC客服网点并委托经营管理签署 ETC

客服网点管理协议，参照目前同类物业租金价格，房租及各类水电、排污代付费用总金

额暂定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 日（其

中：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75 万元,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5 万元）。 

10、经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批准，铁集公司与本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协议于

近日到期，年租金为 361.24 万元，鉴于本公司与铁集公司的长期合作关系，本公司董

事会同意本公司与铁集公司参照目前同类物业租金价格上调年租金 10%签署房屋租赁

协议，年租金为 397.364 万元，租赁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合

计租金约 1192.092 万元，每年 12 月 31日前铁集公司一次性支付当年房屋租金。 

1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利采购等事项与翠屏山宾馆签署年度框架协议，

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48 万元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333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55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与翠屏山

宾馆管理有限公司就日常办公、职工福利等事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

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开展物资采购等业务分别与翠屏山宾馆签署有关

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70 万元，2021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30万元）；2022 年

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6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10 万元，常宜公司

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2023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

人民币 16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1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

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

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2、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物业服务管理等事项与交控商运签署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预计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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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214.702583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99.1261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68.6461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46.930383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

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

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3、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平台技术服务项目与江苏交控签署年度框架协

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93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273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

人民币 120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

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

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就路网管理服务与联网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

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

万元（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5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

民币 50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路网管理服务分别与

联网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其中：常宜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

（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 15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 200 万元），

宜长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 100 万元，2022 年不超

过 15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 200 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

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5、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就员工拓展培训与宁杭文旅公司签署关联交

易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20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2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

人民币 30 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

就员工业务技能培训等事项与宁杭文旅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85 万元，其中：2021 年预计发

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8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55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

民币 1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万元）；2022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95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60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万元，宜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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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2023 年预计发生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10 万元（广靖锡澄公司

不超过人民币 65 万元，常宜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5 万

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

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

资款项自行拨付。 

1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子公司宜长公司就路桥检查检测、施工等

项目与工程养护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100 万元。其中：广靖锡澄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900 万

元，宜长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路桥检查检测、施工服务费用上限是基于合约期

预计工程量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

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

作的市场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协议项下 2021 年服务费用上限。本公司将监控情况,

确保委托的工程总额不会超出有关上限。协议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由上述公司分别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支付。 

1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就服务区加油站租赁事项与高速石油公司及其

全资子公司泰兴油品公司签署有关协议，租赁价格为根据加油量定价，保底租金 50 万

元，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并根据目前预估 2021 年至 2023

年的加油量，预计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80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

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26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 

18、经本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批准，原全资子公司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与高速石油公司签署《服务区加油站租赁合同》，将旗下的荣炳服务区、滆湖服务区、

长荡湖服务区、茅山服务区加油站出租给高速石油公司经营，协议期限自 2019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2019-2021 年该项合同总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489 万元、

664 万元和 679 万元。目前，由于租赁定价标准的提高以及加油量的增加，本公司就服

务区加油站租赁事项与高速石油签署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补充协议，协议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21 万元，至此，2021

年协议金额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 

19、广靖锡澄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就员工业务技能等培训等业务与

交控培训公司签署有关培训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 万元。其中：常宜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



46 
 

（2021 年不超过 4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 60万元），宜长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12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 5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 70万元）。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

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

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20、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拟就工程

物资采购事项与和泰高速经营公司签署有关采购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4 年 3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85 万元。其中：广靖锡澄公司该项协议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380 万元（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

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1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20 万元，2024 年 1 月 1 日

至 2024 年 3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常宜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5

万元（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

民币 2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日不

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宜长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 万元（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3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40万元，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15万元）。

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工程所需物资的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

磋商决定，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

资款项自行拨付。 

21、本公司就委托经营管理事项与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和苏锡常南部高速公

司分别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将各自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不含服务区及加油站业务）

委托给本公司，委托管理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五峰山大

桥及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资产规模及业务量测算，协议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3600 万

元 ，其中：与五峰山大桥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

人民币 500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69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7100 万元），

与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该项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460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60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69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7100 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商能公司就服务区委托管理事项与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

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签署有关框架协议，五峰山大桥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

司将服务区委托给长江商能公司经营管理，委托期限自五峰山大桥服务区、雪堰服务

区正式对外经营之日起三年，根据五峰山大桥及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资产规模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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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测算，预计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680 万元。其中：与五峰山大桥公司该项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2880 万元（自开通之日起首年不超过 850 万、第二年不超过 980 万、第三

年不超过 1050 万），与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该项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 万元（自开通

之日起首年不超过 550 万、第二年不超过 600 万、第三年不超过 650 万）。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江商能公司就加油站租赁事项与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签署有关协议，五峰山大桥公司、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将服务区加

油站出租给长江商能公司经营，经营租赁期限自五峰山大桥服务区、雪堰服务区加油站

正式对外经营之日起三年，租赁价格为根据加油量定价，并根据目前预估相关加油站正

式对外经营之日起三年的加油量，预计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其中：与五

峰山大桥公司该项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60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450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650 万元），与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该

项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115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3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50 万元）。 

22、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就委托经营管理与扬子大桥公司、沪通大桥

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常宜公司、宜长公司分别签署委托管理协议，本次委托经营管理

期限自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委托管理费不超过人民币 18839万元。

其中：（1）扬子大桥公司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费不超过人民币 6438 万元（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980 万元，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175 万元，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

币 2283 万元）；（2）沪通大桥公司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费不超过人民币 3455

万元（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060 万元，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168 万元，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1227 万元）；（3）广靖锡澄公司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费不超过

人民币 6934 万元（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130 万元，2022

年 1 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344 万元，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460 万元）；（4）常宜公司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费不

超过人民币 897 万元（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240 万元，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313 万元，2023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344 万元）；（5）宜长公司支付给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委托费

不超过人民币 1115 万元（2021 年 4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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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不超过人民币 388 万元，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人民币 427 万元）。以受托方年度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为

基础，通过各委托方该年度通行费收入金额占各委托方通行费总收入金额比例、各委托

方所辖路桥里程占各委托方管辖路桥总里程数比例两个指标，按 7:3 的权重加和，确定

各委托方费用拆分比例和拆分金额。各委托方须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于 2022 年 4月 30

日或之前付款。 

2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就车辆租赁等事项与广靖锡澄公司、扬子大

桥公司分别签署有关租赁协议，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协

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1 万。上述金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参考当时市场

价格并经合约各方公平磋商决定，其中：（1）扬子江管理公司支付给广靖锡澄公司的租

赁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36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12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2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2 万元）；（2）扬子江管理公司支付给扬子大桥公司的租

赁费不超过人民币 45 万元（2021 年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2022 年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2023 年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 

24、本公司就茅山隧道管理平台建设咨询项目与招商局交通科研签署协议，协议期

限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协议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万元。协议金

额是根据合约期的服务使用量预估及公开招标的项目按中标价格，对其它方式委托的项

目参考独立的、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审核后的当时市场价格经公平磋商决定，原则为

只要价格不高于相关工作的市场价。协议的费用在接受相关服务后，本公司以自有资金

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以上关联/关连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同类交易活动，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由

双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各项交易均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合同，合同定价均按照市场公允

价格，不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在对集团内部关联人士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同时，相

关业务可以发挥集团内部关联公司的协同效应，进一步节约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成本、

提升管理效率，保证主营业务的有效运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

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此 24 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子公司在日常业务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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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报备文件 

1、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会议记录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 24 项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3、监事会决议 

4、审计委员会决议 

5、关联交易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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