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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关联董事是否回避相关议案表决：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含子公司）正常运营需要，与关联方之间的

交易主要与日常运营相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4 月 17 日，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

2018年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结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 548.77万元，其中：348.77万元为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服务,200

万元为关联方租赁高速公路服务区支付给榆和公司的租赁费收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目前实际经营情况，为满足公司（含子公司）正常运营需要，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追加 1,564.03 万元，即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金额为 2,112.80万元，其中：1,912.80万元为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服务，

200万元为关联方租赁高速公路服务区支付给榆和公司的租赁费收入。 

1、追加关联交易事项 

（1）接受关联人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路面及桥面病害处治服

务不超过 1,332万元； 

（2）接受关联人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勘察设计服务不

超过 68万元； 

（3）接受关联人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监理服务不超过 43万元；  

（4）接受关联人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检测服务

25.57万元； 

（5）接受关联人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检测服务 87.54万元； 

（6）接受关联人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服务 7.92万元。 

2、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2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追加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公

司 6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 3名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进行表决通过（表决

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

次追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此次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金额：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年初预计 

金额 

本次追加

金额 

调整后 

总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劳务服务 以交通运输部

《公路工程基

本建设项目概

算预算编制办

法》、《山西

省高速公路养

护工程预算编

制办法》及相

关工程预算定

额为依据，满

足法定招标条

件，招标确定

价格；不满足

法定条件，通

过竞争性谈判

或比选确定 

 1332 1332   

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勘察设计服务 111.79 68 179.79 15.53 53.41 

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 提供监理服务 20.52 43 63.52  41.82 

山西交通建设监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监理服务 1.32  1.32   

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36.40  36.40  395.65 

山西路桥集团交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电力服务 110  110 9.62 433.39 

山西省交通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25.80  25.80 12  

山西省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技术中心

(有限公司) 
提供咨询评估服务 16.36  16.36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26.58  26.58  913.62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25.57 25.57   

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87.54 87.54  164.04 

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服务  7.92 7.92   

小计  348.77 1564.03 1912.80 37.15 2001.93 

向关联

人提供

租赁服

务 

山西国新华储能源有限公司 服务区租赁业务 

以高速公路行

业标准为依

据，招标确定 

200  200 35.15 141.17 

小计   200  200 35.15 141.17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的原因是：此次增加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是为了保证高速公路正常运营需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榆太路 78号 

法定代表人：秦阳 

注册资本: 60,300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与桥梁建设；隧道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其它土建工程；市

政公用工程。承包境外公路工程和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建筑材料的加工及销售。

道路货物运输、搬运及装卸服务；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生产、修理、销售、租赁；

商品砼的制造、销售；交通及附属设施、高新技术的投资、开发；工程勘察设计

及测绘服务；工程技术咨询；公路养护；园林绿化工程；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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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36,131.46 万元，净

资产 134,527.82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5,957.29 万元，净利润

6,586.87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省晋中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其

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二）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并州南路 69 号 

法定代表人：帖智武 

注册资本：6,8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公路行业（公路、特大桥梁、特大隧道、交通工程）

设计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工程咨询（公

路、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甲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甲级、设计

甲级、施工；测绘服务（工程测量）甲级；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排

水工程）设计；电力行业（送电工程、变电工程）设计；工程项目（公路、岩土

工程、水文地质）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工程咨询（市政公用工程、市政交

通）；自有房屋租赁、汽车租赁；以自有资金对公路、港口、客货站场的投资；

承揽交通建设工程，建筑施工，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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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104,804.74万元，净资产

56,492.2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984.39 万元，净利润 3,787.69 万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

公司，其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三）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创业街 19号 4幢 3层 315室 

法定代表人：王国斌 

注册资本: 3,68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项目的监理业



务。房屋设施安装。沥青储罐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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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434.78 万元，净资产 

-84.5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99.68 万元，净利润 211.21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振兴公路监理有限公司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其具备相

应履约能力。 

（四）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武洛街 27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材料及制品质量试验检测及评定（含制品配合比设计）；公

路、桥梁、隧道、岩土及市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试验检测方法、技术标准、

规范、规程等地方标准的编制及修订；工程技术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凭《等

级证书》经营)；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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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9,787.22万元，净资

产 6,981.8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775.26万元，净利润 984.42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子公司，其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五）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村东大街中巷 2 号 

法定代表人：姚永春 

注册资本：75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建筑施工：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建筑

工程检验检测；（公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市政工程、防护工程、地基与

基础工程）检验检测；环境与生态检验检测；路面养护工程技术研究；仪器设备、

普通机械设备的租赁；计算机技术开发；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新型建筑材料

的研发与推广；道路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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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217.57万元，净资产

2,788.36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47.83万元，净利润 344.88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路桥集团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其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六）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黄花园村高速路口 

法定代表人：李永红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建设工程的检验检测；普

通机械设备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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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864.79 万元，净

资产 2,550.52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48.90 万元，净利润 40.81 万

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属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山西高速公路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其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本次追加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564.03万元,主要为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劳务服务。 

上述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正常运营业务往来，日常关联交

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提供的服务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

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劳务总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

或合同约定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本公司（含子公司）根据高速公路运营需要及交

易具体情况与前述关联方在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方面签订相关合同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含子公司）正常运营需要，

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主要与日常运营相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也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