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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编号：2019-101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公司预计 2019 年度累计发生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 1,340,603.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除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外，公司拟增加 2019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165,796.71 万元，2019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额由年初预计的 1,340,603 万元增加至 1,506,399.71 万元。 

（二）增加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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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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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加前预计

金额 
新增金额 本次新增后预计金额 截至 9 月 30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标       266.00       150.66        416.66       396.66  8,723.40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标     4,000.00     1,140.00      5,140.00     1,597.47  719.94 

浙江交投嵊兴矿业

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标          -       4,800.00      4,800.00     2,178.67  -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    1,000.00         1,000.00           465.19    - 

 小计     4,266.00     7,090.66     11,356.66     4,637.99     9,4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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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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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增加前预计

金额 
新增金额 本次新增后预计金额 截至 9 月 30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提供

劳务 
公开招标 4,790.00 2,210.00 7,000.00 5,898.39 2,623.33 

 
浙江龙丽丽龙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7,462.00 3,538.00 11,000.00 7,385.78 9,207.66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高速公路管理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587.00 2,513.00 3,100.00 782.53 681.20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96,559.00 13,441.00 110,000.00 33,904.08 36,093.54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

道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39,725.00 21,275.00 61,000.00 50,170.68 73,488.04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计 公开招标 11,234.00 2,766.00 14,000.00 7,782.10 54,226.33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62,116.00 6,384.00 68,500.00 54,229.67 54,680.96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600.00 6,900.00 7,500.00 3,721.29 563.08 

 
浙江申嘉湖杭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4,474.00 1,126.00 5,600.00 5,186.94 4,239.74 

 

嘉兴市嘉萧高速公

路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40,500.00 1,500.00 42,000.00 26,769.12 21,3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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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本次增加前预计

金额 
新增金额 本次新增后预计金额 截至 9 月 30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浙江杭宣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23,500.00     23,500.00   -          -    

衢州龙游沿江美丽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16,000.00     16,000.00     8,524.02          -    

衢州衢江沿江美丽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13,000.00     13,000.00     5,705.48          -    

浙江新昌南互通投

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11,000.00     11,000.00    10,079.60          -    

衢州柯城沿江美丽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8,700.00      8,700.00     4,234.52          -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5,000.00      5,000.00   -          -    

衢州开化沿江美丽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4,200.00      4,200.00     1,524.73          -    

衢州江山沿江美丽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2,100.00      2,100.00       646.49          -    

杭州三通道南接线

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       1,300.00      1,300.00       919.01          -    

小计   268,047.00   146,453.00    414,500.00   227,464.43   257,1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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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本次增加前预计

金额 
新增金额 本次新增后预计金额 

截至 9 月 30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1,249.00     2,051.00      3,300.00     1,790.64       594.20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4,873.00       727.00      5,600.00     4,257.63     1,839.04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17,964.00     1,036.00     19,000.00    10,875.87    18,586.91  

 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3,188.00     2,412.00      5,600.00     2,931.70     1,403.57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650.00       150.00        800.00       602.16    60,540.27  

 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6,624.00     5,876.00     12,500.00     7,358.41    10,448.82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           1.05          1.05          -            -    

小计    34,548.00    12,253.05     46,801.05    27,816.41    93,412.81  

合计   306,861.00   165,796.71    472,657.71   259,918.83   360,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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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 303 号 

法定代表人：俞志宏 

注册资本：3,16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2001 年 12 月 29日 

经营范围：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汽车修理，住宿，卷烟、雪茄烟、

音像制品、书刊的零售，定型包装食品的销售，中式餐供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经营、维护及收费，交通工程物资经营，交通运输及物流服务，实业投资，培训

服务，交通工程的施工，高速公路的养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旅

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清洗，车辆救援服务，建筑材料、花木、文化用品的销

售，经济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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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年9月 30日，浙江交通集团总资产 17,464,220

万元，净资产 9,188,34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71,078 万元，净利润 538,037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通集团于 2017 年 11 月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总股

本的 57.1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交通集

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交通集团是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要求组建而成的省级交通类

国有资产营运机构，于 2001 年 12 月注册成立，拥有各级企业 301 家，控股上市

公司 4 家；连续 12 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列 2018 年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49

位，列 2018 年全国公路运输分项第 1 位。企业信用良好，资金雄厚，经营状况

稳健，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2、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 63 号 7幢 3 楼 326 室 

法定代表人:吴伟 

注册资本:84,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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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8月 10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公路工程建设及养护管理、检测、技术服

务，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投资咨询，道路、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工程

设计咨询，苗木的销售，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石料、矿产

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沥青、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节能环保产品、交通安全设施产品、养护材料

及设备、地铁管片、地铁轨枕板、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混凝土制品、水泥

预制构配件的研发、技术服务、销售，养护用沥青、水泥混凝土、地铁管片的加

工，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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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

资产 189,167 万元，净资产 107,15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8,642 万元，净利润

7,742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目前实

际管理资产超过 50 亿元，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3、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号 A-B102-355

室 

法定代表人:叶万里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 年 07月 23 日 

经营范围：货运及货运代理（凭许可证经营）。 物流信息咨询，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品），装卸包装服务，配送服务（不含运输），金属材料及其制品、

建筑材料、橡胶及其制品、装饰材料、机电产品、办公设备与用品、日用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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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纺织品、工程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及交通安全设施产品、铁路专用设备及

器材、铁路机车、汽车及配件、初级食用农产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化工

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服饰服装、石料的销售，电子

商务技术开发，从事进出口业务，沥青的研发与销售，设备租赁，旅游服务（不

含旅行社），实业投资，新能源的开发，招标代理，企业管理咨询，工程项目管

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总资产

77,427 万元，净资产 28,92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559 万元，净利润-1,25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

人。 

履约能力：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是浙江交通

集团重点培育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同时履行浙江交通集团物资设备集中采供中

心职能，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4、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639 号 1128 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力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7 年 2月 6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开发与维护管理，汽车拯救，设备租赁，卷

烟零售，食品、书刊、建筑材料、润滑油、文化用品、花卉的销售，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

资产 159,513 万元，净资产 158,00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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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是浙江

交通集团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企业，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

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5、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座 12 楼 

法定代表人:俞志宏 

注册资本:434,311.45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7 年 3月 1日 

经营范围：沪杭甬高速公路的建设、设计、收费、养护、管理、技术咨询及

配套服务；沪杭甬高速公路配套的沿线加油站、汽车拯救、清洗、仓储（不含危

险品）、餐饮（限分支机构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 2,397,729 万元，净资产 1,119，87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86,320

万元，净利润 263,53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

主要资产包括 248 公里长的沪杭甬高速公路，142 公里长的上三高速公路，两条

高速公路沿线的配套设施，及浙商证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

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6、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 131 号 1209 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4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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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维护、管理，汽车拯救与清洗服务，仓

储、物资租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的销售，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成品

油（限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卷烟、副食品、书刊的零售及餐饮、汽车

快修（限分支机构经营，具体范围及有效期以各许可证核定的为准）,设计、制

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604,546 万元，净资产 383,16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4,788 万元，净利

润 11,92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是浙

江交通集团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企业，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

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7、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温州市人民东路新世纪大厦 2104 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5月 7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维护、管理；清洗、施救与清障服务以及

相关配套服务；国内各类广告制作与发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768,632 万元，净资产 407,64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是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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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交通集团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企业，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

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8、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 

住  所: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 225 号 705 室 

法定代表人:梅敬松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8月 23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服务）、建设、收费、

维护、拯救、管理，汽车清洗服务，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房屋及场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销售，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

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润滑油与油滑脂、卷烟、

副食品、书刊的零售，餐饮服务、汽车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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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68,927 万元，净资产 468,050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

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9、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临海市柏叶西路 599 号 

法定代表人:程涛 

注册资本:1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5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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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

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高速公路投资、建设、

收费、维护服务；物资仓储（以上除前置许可项目外）；场地租赁；建筑材料批

发、零售；设计、制作国内各类广告、兼自有媒介广告发布。以下项目限东、西

区加油站经营：汽油、柴油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791,329 万元，净资产 202,15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7,327 万元，

净利润 8,381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0、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新畲族乡西圩村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明贵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01 月 16日 

经营范围：建筑用石料露天开采；石料加工；建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环保设备、交通设施批发、零售；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修；矿产开采领域

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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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总

资产 24,786 万元，净资产 5,34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733 万元，净利润 736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法人。 



 

 13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营

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1、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下王镇溪后村公共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贵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2 月 21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采选(具体内容以有效经营许可证为准);石料加工;销售:

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环保设备、交通设施;建筑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修;矿产开采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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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11、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

司总资产 26,791 万元，净资产 5,76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305 万元，净利润

-235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

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营

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2、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金城路 1079 号五楼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104,5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7月 26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维护管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259,859 万元，净资产 65,45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0,879 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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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

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3、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玲珑街道夏禹桥 29 号  

法定代表人：朱益民 

注册资本：310,185.3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22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及经营管理;建筑材料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

资产 306,197 万元，净资产 226,15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4,359 万元，净利润

10,55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14、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嘉兴市王店沪杭高速公路嘉兴管理处内  

法定代表人：徐刘松 

注册资本：35,92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11 月 28日 

经营范围：沪杭高速公路(嘉兴段)建设、经营、管理;公路养护。下属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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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经营范围为:与高速公路配套的汽车加油;汽车急救维修清洗;广告服务;旅游

服务;餐饮;旅馆;食品、副食品、国产卷烟、日用百货、服装的零售。(上述项目

凡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总资产 461,941 万元，净资产 358,93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2,794 万元，净

利润 65,88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

力和支付能力。 

15、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吟街 108 号 426 室  

法定代表人：吴仁平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8日 

经营范围：检测技术服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软

硬件、工程设备、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材料

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公路工程、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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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总资产 6,660 万元，净资产 3,31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644 万元，净利润

588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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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

能力和支付能力。 

16、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四路 296 号 3楼  

法定代表人：叶楠 

注册资本：71,153.6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0 年 7月 16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收费、维护、管理;建筑材料销售;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道路清障服务;自有光缆设施、房屋租赁;日用百货、

针纺织品、文具用品、五金交电、花卉、水果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995,000 万元，净资产 240,38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0,553 万元，净利

润-33,249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

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7、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梅花碑 4 号 2号楼 7 楼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406,065.6565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4月 8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仓储,物资租赁,建筑材

料、润滑油、润滑脂的销售,汽油、柴油的零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设计、

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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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资产 711,157 万元，净资产-264,28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0,826 万元，净

利润-31,633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8、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 186 号 10楼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3,417.72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5月 28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护与运行管理,汽车救援(不含修理),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物资租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的销售,技术与信

息咨询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

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531,599 万元，净资产-7,43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195

万元，净利润-44,33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19、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928 号  

法定代表人：吴德兴 

注册资本：7,262.7843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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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93 年 11 月 23日 

经营范围：公路行业、水运行业、市政公用行业、建筑行业、水利行业的规

划、科研、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综合类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的勘查、设计、评估,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程测绘,开展对外经

济合作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工程材料试验,工程检测(上述业务范围

涉及资质证书的,凭有效证书经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图文制作,土

工材料试验,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监理,建筑工程的设计,水土保持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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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总资产 349,118 万元，净资产 100,54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8,319 万元，

净利润 12,577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20、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 号 809 室  

法定代表人：张科 

注册资本：172,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7月 13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与维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救援服务,建材、文化用品、花木的销售,经济

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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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704,970 万元，净资产 177,24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2,136 万元，净

利润-3,304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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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

力和支付能力。 

21、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越秀南路 968 号工贸大楼 3 楼 309 室 

法定代表人：梅敬松 

注册资本：85,821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9月 4 日 

经营范围：嘉兴至萧山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养护和营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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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总资产 171,660 万元，净资产 78,65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

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嘉兴市嘉萧高速公

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22、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新二路 13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炎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7 年 7月 20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建设、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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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总资产 17,351 万元，净资产 4,00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7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23、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东迹三巷 69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炎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4月 28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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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总资产 36,104 万元，净资产 9,8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24、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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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新昌县城南乡石溪村中村 29 号  

法定代表人：赵文刚 

注册资本：9,52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7月 19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运营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维修(不含

农机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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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37,150 万元，净资产 9,41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31 万

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

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

力。 

25、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彭村村 702 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炎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5月 17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凭有效

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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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总资产 33,569 万元，净资产 8,043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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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26、浙江杭绍甬高速公司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 号 318 室  

法定代表人：梅敬松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7月 20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收费、维护、管理,汽车清障施救,

物资租赁(除易燃易爆、剧毒危化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除网络广告)**以下限分

支机构经营:仓储,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与润滑脂、卷烟、食品、书刊的零

售,餐饮服务,汽车清洗,汽车快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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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江杭绍甬高速公司有限公司

总资产 42,987 万元，净资产 42,77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绍甬高速公司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绍甬高速公司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杭绍甬高速公司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

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27、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芹阳办事处江滨中路 6号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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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卫炎 

注册资本：7,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5月 24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

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不含危化品)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工程项

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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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总资产 7,492 万元，净资产 1,63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7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28、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57号 7 层 7023 室  

法定代表人：李骏 

注册资本：107,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月 2 日 

经营范围：服务:三通道南接线工程经营,三通道南接线工程建设、管理,承

接公路养护工程,公路配套设施的技术开发,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

网络广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

司总资产 707，253 万元，净资产 236,16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7,109 万元，净

利润-28,391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方浙江宁波甬台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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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有限公司控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

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是公司关联方浙江宁波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控股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29、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双塔街道江滨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6月 16 日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

房建工程的投资、开发；商品混凝土、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公

路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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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总资产 6,840 万元，净资产 1,65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6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

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

支付能力。 

30、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密渡桥路 1号 A幢 15-18 楼   

法定代表人：陈敏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6月 25 日 

经营范围：经营保险业务（范围详见《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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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9 年 9月 30 日，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产 596,926.84 万元，净资产 86,824.2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16,294.03 万元，

净利润 6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公

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主要通过招投标程序开展或按照

签订合同时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结算价。市场价格是指业务所在区域市场的可比

规格、可比品牌的报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浙江交通集团作为省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综合交通

体系建设的主力军，统筹承担全省高速公路、铁路、重要的跨区域轨道交通和综

合交通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责导致。此类日常关联

交易的存续，有利于保证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没有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增加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

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没有违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浙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分公司较多，较难精确

预计与其下属业务主体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产

品或商品”的关联交易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而招投标存在不确定性，已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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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公司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制定的关于增加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公平、公正、公开，进行的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正常经营管理所需，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和持续稳定发展，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未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在表决通过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