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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22-102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

经营项目投标暨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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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投资估算金额为586,151.55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项目尚处于招标期，公司能否中标存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尚未取得安徽省发改委批复，投资估算

需以批复为准。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通知》（皖政办〔2020〕5 号）文件的要求，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

青阳界段（以下简称“本项目”）由宣城市人民政府推进，2022 年 7 月 29 日宣

城市人民政府以《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委托泾县人民政府作为宣城至东至

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推进主体的复函》（宣政办复〔2022〕8 号）委托泾县

人民政府作为本项目的推进主体。2022年 9 月 20日泾县人民政府以《关于宣城

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泾政秘〔2022〕

173 号）批准本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实施，2022 年 9 月 14 日泾县人民政府以

《关于授权泾县交通运输局作为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

项目实施机构的批复》（泾政秘〔2022〕169 号）授权本项目实施机构为泾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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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局。 

2022年 9月 28 日，泾县交通运输局在宣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了

《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招标公告》，对本项

目特许经营投资人进行公开招标。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拓展主营业务，公司

拟参与该项目投标。 

该项目起点位于芜黄高速与在建宣泾高速交叉处，终点位于泾县与青阳县界

处，路线全长约 39.24km。本项目估算总金额 586,151.55 万元。其中，建安费

405,489.57 万元。最终实际总投资以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为准，政府批准

调整概算的，以调整后的概算作为项目最终实际投资。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2022年 10月 1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参与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项目投标暨设立项目公司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徽水利”）、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安徽省

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路桥”）和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路港”）组成联合体参加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

段特许经营项目投标，项目投资估算约 586,151.55 万元。如项目中标，联合体

将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泾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暂定名）负责实

施该项目。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暂定 117,230 万元（最终以安徽省发改委核准批

复项目投资估算的 20%为准），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60%、安徽水利出资比例 10%、

路桥集团出资比例 10%、安徽路桥出资比例 10%、安徽路港出资比例 10%。表决

结果为：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该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项目的概况 

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特许经营项目起点位于芜黄高速与在

建宣泾高速交叉处，终点位于泾县与青阳县界处，路线全长约 39.24km，本项目

估算总金额 586,151.55 万元。其中，建安费 405,489.57万元。最终实际总投资

以批复的《初步设计》概算为准，政府批准调整概算的，以调整后的概算作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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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最终实际投资。 

项目特许经营最长期限为 398个月，其中：准备期不超过 2个月；建设期不

超过 36 个月（3 年）；运营期不超过 360 个月（含收费期），其中收费期 360 个

月（30年），最终以安徽省人民政府审批的收费年限为准。 

项目通过特许经营收费权，在收费期内收取使用者付费（车辆通行费收入、

附属设施经营收入）获取合理投资回报。泾县人民政府不向投资人承诺固定的回

报，不承诺最低交通量或最低通行费收入。 

（二）项目公司设立及融资方案 

本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BOT），投标人中标后，泾县人民政府将按法律、

法规、规章等政策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授予中标人组建的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运营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包括投资建设权、通行费收费权、服务设施（含服务

区、加油站等）经营权和广告经营权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特许经营协

议约定的合作期满后，无偿移交给泾县人民政府。 

为项目建设需要，联合体拟设立项目公司“安徽建工集团泾县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暂定名）实施该项目，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暂定不低于 117,230 万元（最

终以安徽省发改委核准批复项目投资估算的 20%为准），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

60%、安徽水利出资比例 10%、路桥集团出资比例 10%、安徽路桥出资比例 10%、

安徽路港出资比例 10%，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本项目除资本金外，剩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股东借款等

依法合规的融资渠道筹集，政府方予以配合，但不承担融资担保责任。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根据招标单位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假设本项目经营期为 30年，

本项目全投资内含报酬率为 4.98%。 

上述收益率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该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实际影响以会

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1.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MA2RJ2XJX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5183号 

法定代表人：张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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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40,236.03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03月 0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机电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桥梁工程专业施工；工程勘察、

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及环保项目投资、运营；水利水电资源开发；

房地产开发；金属结构加工、制作、安装；建筑机械、材料租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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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83.2515%、工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16.748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安徽水利的资产总额为

3,822,756.6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861,286.03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61,470.58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27,020.06 万元,净利润 61,037.16 万元。 

2.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55807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合肥片区井岗路 68 号自主创新产业基

地 7栋 3层 309室 

法定代表人：任杰 

注册资本：142,818.199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01月 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工程；设

备租赁、维修与销售；交通投资；交通科技开发、咨询；公路、市政工程试验、

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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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70.1591%、工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29.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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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路桥集团的资产总额为 753,181.07

万元，负债总额为 618,740.7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34,440.28万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668,560.48万元,净利润 13,409.89 万元。 

3.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41069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445 号 

法定代表人：钱申春 

注册资本：171,161.89 万元 

成立日期：1986 年 10月 2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特级）、桥梁及隧道工程建筑（一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公路行业相应的建设工程及配

套工程设计；配电箱制作与销售；起重机械安装、维修；预应力锚夹具制造、销

售；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机械租赁、维修；承包境外公路、桥梁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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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65.1753%、安徽省路桥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占股 5.7347%、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29.09%。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安徽路桥的资产总额为

1,482,481.2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83,557.7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98,923.57

万元；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9,355.99 万元,净利润 22,446.80 万元。 

4.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4850014306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海棠路 369 号 

法定代表人：钱叶琳 

注册资本：100,515.1185 万元 

成立日期：1985 年 04月 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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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施

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公路

养护工程施工；交通专业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专业承包；特种设备安装、维

修；水运工程设计业务，设计技术及咨询业务；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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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53.6584%、安徽省路桥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占股 5.3111%、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股

41.030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安徽路港的资产总额为 857,465.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680,070.5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77,394.46万元；2021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560,037.71 万元,净利润 12,256.83 万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如能中标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市场开拓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有利于公司在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和运营领域进一步积累项目经验、提升公司

整体市场竞争力。 

五、拟投标项目的风险分析 

根据可研分析，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评价该项目符

合公司投资项目的要求，投资建设可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承担投资、

融资、建设、运营等全部工作，运营时间较长，可能会面临技术、融资、效益等

风险因素。风险分析如下： 

1.技术风险 

本项目主要为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包含特大桥梁和隧道，有一定技术难度，

但联合体成员单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和管理能力，技术风险总体可控。 

2.融资风险 

本项目为全使用者付费的高速公路项目，债务性融资金额较大。根据目前对

接金融机构和公司在建高速公路项目融资情况看，具备融资可行性。 

3.效益风险 

本项目由项目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通过使用者付费回收投资并获取合理

的投资回报，使用者付费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根据相关约定，如收费期限内无法

收回项目投资成本的，泾县人民政府支持并协助项目公司向安徽省人民政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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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延长本项目的收费期限，具有一定保障措施。如项目中标，公司将积极调动

各方资源优势，着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努力实现预期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