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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19-016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路段委托管理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安徽宁宣杭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宣广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拟继续接受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安徽望

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扬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委托，与其签订路段委托管理协

议，2020 年度委托路段综合费用合计暂定为人民币 15,760.73 万元，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宣广公司、宁宣杭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8日分别

与安徽交控集团、望潜公司、安庆长江大桥公司、溧广公司及扬绩公司签订了路

段委托管理协议，原协议将于 2019年 12月 31 日到期。 

现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宣广公司、宁宣杭公司）拟继续接受安徽交控集团

及其子公司（望潜公司、扬绩公司、溧广公司、安庆长江大桥公司）的委托，负

责上述单位所辖部分路段的收费管理、养护管理、信息及机电技术管理、路产安

全管理等业务，委托日期从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上述业务将收取委托路段综合费用，委托路段综合费用包括转移支

付资金、委托管理费和交易税金，委托路段综合费用范围和金额由双方根据 2020

年度上报预算暂定，待 2020年度预算确定后，以确定的预算进行结算。费用结

算方式为每季度初（1月 10日、4月 10日、7月 10日、10月 10日前）按委托

路段综合费用的 25%支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取的委托代管路段 2020 年综

合费用总金额暂定为 15,760.73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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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路段 

委托服务

的单位 

委托单位 
委托路段 

名称 

委托路段 

公里数 

综合费用（暂

定）（人民币万

元） 

交易产生 

方式 

皖通公司 
安徽交控 

集团 

京台高速小方段 9.65 

8238.59 委托 

合肥绕城高速蜀西段 15.72 

沪陕高速合六叶段 16.34 

机场高速及连接线 17.6 

蚌合高速段 8.42 

天潜高速滁马段 46.2 

滁新高速滁州段 100.45 

济广高速岳潜段 78.79 

济祁砀山段 39.51 

京台高速宿州段 50.9 

济广高速望东大桥 21 

皖通公司 望潜公司 
济广高速望东大桥北

岸接线 
49.96 434.76 委托 

皖通公司 
安庆长江 

大桥公司 
岳武高速 46.24 1408.67 委托 

宣广公司 
安徽交控 

集团 

宣铜高速铜南宣段 24.3 
1403.20 委托 

沪渝高速芜宣段 4.2 

宣广公司 溧广公司 溧广高速 38.78 1384.94 委托 

宁宣杭公

司 

安徽交控 

集团 

溧黄高速绩黄段 24.61 
1232.91 委托 

扬绩高速广宁段 38.3 

宁宣杭公

司 
扬绩公司 溧黄高速宁绩段 76.26 1657.66 委托 

合计   707.23 15760.73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路段委托管理服务收取的委托管理综合费用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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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构成：即转移支付资金、委托管理费和交易税金。委托路段综合费用范围

和金额由双方根据 2020 年度上报预算暂定，待 2020 年度预算确定后，以确定的

预算进行结算。 

转移支付资金包括：（1）受托管理路段和站点运营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直接

费用包括：委托站点的管理经费，路段及站点的公路资产及机电设备等保养与维

修费用，生产用电费用等）；（2）办公生活用品、备品备件等；（3）除大型生产

性车辆、设备等及新建办公楼或公寓楼、新建道口、需经立项并形成新增资产的

改扩建道口、较大规模的服务区改造和甲方全面统筹实施的机电、养护等项目外

的其他投入。 

因安徽交控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望潜公司、溧广公司、扬绩公司和安

庆长江大桥公司为安徽交控集团的子公司，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没有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且占净资产 5%以上”的指

标，因此该交易不需要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安徽交控集团 

名称：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 520 号 

法定代表人：项小龙 

成立日期：1993 年 4 月 27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6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公路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监理、检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

与服务；投资及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运输；物流服务；高速公路沿

线服务区经营管理；收费、养护、路产路权保护等运营管理；广告制作、发布。 

安徽交控集团经审计之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311.62 亿元人民币，净

利润人民币 33.08 亿元。 

 

2、望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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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潜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名称：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办公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苏新国 

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8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

业务。 

望潜公司经审计之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0.83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人

民币-0.21 亿元。 

 

3、安庆长江大桥公司 

安庆长江大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名称：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皖江大道 9 号 

法定代表人：汪小文 

成立日期：2000 年 4 月 6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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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庆大桥公司经审计之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3.50 亿元人民币，净利

润人民币 274.40 万元。 

 

4、溧广公司 

溧广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名称：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皖通高速高科技产业园办公研发楼 

法定代表人：苏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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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3 年 8 月 8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

业务。 

溧广公司经审计之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0.17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人

民币-0.78 亿元。 

  

5、扬绩公司 

扬绩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交控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名称：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区响山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方昱 

成立日期：2009 年 7 月 9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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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绩公司经审计之 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0.82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人

民币-2.13 亿元。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本公司（乙方）与安徽交控集团（甲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安徽交控集团

同意将其所辖的京台高速小方段 9.65 公里(桩号：K1039+452 至 K1049+100)、合

肥绕城高速蜀西段 15.72 公里（桩号：K49+000 至 K64+717）、沪陕高速合六叶

段 16.34 公里（桩号：K643+157 至 K659+500）、机场高速及连接线 17.60 公里（桩

号：K0+000 至 K17+601）、蚌合高速段 8.42 公里（桩号：K120+420 至 K112+000）、



 

－6－ 

天潜高速滁马段 46.2 公里（桩号：K71+300.8 至 K117+500）、滁新高速滁州段

100.45 公里(桩号：K000 至 K100+453)、济广高速岳潜段 78.79 公里（桩号：

K748+660 至 K827+452）、济祁砀山段 39.51 公里（桩号：K440+000 至 K479+507）、

京台高速宿州段 50.9 公里（桩号：K742+39 至 K793+166）、济广高速望东大桥

21 公里（桩号：K876 至 K897）收费管理、养护管理、信息及机电技术管理、

路产安全管理等业务委托本公司管理。如有新增路段（站点）需要委托本公司管

理，直接纳入委托业务管理范围。委托管理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期 1 年。协议期内如遇安徽交控集团经营体制改革，双方另行协

商委托管理模式。 

本公司将向安徽交控集团收取的委托路段的综合费用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受托管理路段和站点运营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直接

费用包括：委托站点的管理经费，路段及站点的公路资产及机电设备等保养与维

修费用，生产用电费用等）；办公生活用品、备品备件等；除大型生产性车辆、

设备等及新建办公楼或公寓楼、新建道口、需经立项并形成新增资产的改扩建道

口、较大规模的服务区改造和甲方全面统筹实施的机电、养护等项目外的其他投

入。（2）交易税金，作为委托路段时提供委托管理服务所产生的税金；（3）委托

管理费，作为本公司提供委托管理服务的收费。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

为人民币 8238.59 万元。 

上述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根据双方协商并按公平原则，在参考（1）本公司在

营运及管理路段类似的经验（2）本公司要求达到的收益水平且（3）根据 2020

年度上报预算（其中包括委托管理路段所需成本）暂定，待 2020 年度预算确定

后，以确定的预算进行结算。其中，转移支付资金按受托管理道路专项及日常养

护需求、日常管理经费、收费管理经费及路产安全经费等相关因素测算；交易税

金按转移支付资金金额及现时的适用税率、税务政策等相关因素测算；及委托管

理费则按受托管理里程、受托管理道路路况、收费站点数量、人员等相关因素测

算。 

支付方式：安徽交控集团每季度初（1 月 10 日、4 月 10 日、7 月 10 日、10

月 10 日前）按委托路段综合费用的 25%支付给本公司，收到款项后本公司开具

增值税发票给安徽交控集团；大型生产性车辆、设备等，由安徽交控集团负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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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移交至本公司使用和管理；新建办公楼或公寓楼、新建道口、需经立项并形

成新增资产的改扩建道口、较大规模的服务区改造和甲方全面统筹实施的机电、

养护等项目，由乙方提出申请并协助甲方签订合同、办理资产购建和支付程序；

乙方根据核定的年度计划和预算，负责组织实施。 

 

2、本公司与望潜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本公司与望潜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款，

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甲方由安徽

交控集团改为望潜公司；（2）本公司受望潜公司委托向济广高速望东大桥北岸

接线 49.96 公里(桩号：K827+452 至 K877+410)提供委托管理服务；（3）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434.76 万元。 

 

3、本公司与安庆长江大桥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本公司与安庆长江大桥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

要条款，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甲

方由安徽交控集团改为安庆长江大桥公司；（2）本公司受安庆长江大桥公司委

托向岳武高速 46.24 公里(桩号：K560+087 至 K606+322)提供委托管理服务；（3）

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1408.67 万元。 

 

4、宣广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宣广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要

条款，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乙方

由本公司改为宣广公司；（2）宣广公司受安徽交控集团委托向宣铜高速铜南宣

段 24.3 公里(桩号：K000 至 K24+300)、沪渝高速芜宣段 4.2 公里(桩号：K292+200

至 K296+400)提供委托管理服务；（3）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1403.20 万元。 

 

5、宣广公司与溧广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宣广公司与溧广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

款，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甲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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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控集团改为溧广公司；（2）乙方由本公司改为宣广公司；（3）宣广公司

受溧广公司委托向溧广高速 38.78 公里（桩号：K000 至 K38+776）提供委托管

理服务：（4）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1384.94 万元。 

 

6、宁宣杭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宁宣杭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

要条款，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乙

方由本公司改为宁宣杭公司；（2）宁宣杭公司受安徽交控集团委托向溧黄高速

绩黄段 24.61 公里（桩号：K185+474 至 K210+088）、扬绩高速广宁段 38.3 公里

（桩号：K0+000 至 K38+296）提供委托管理服务；（3）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

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1232.91 万元。 

 

7、宁宣杭公司与扬绩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 

除以下内容，宁宣杭公司与扬绩公司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的其他主要条

款，与本公司与安徽交控集团签订的路段委托管理协议内容一致：（1）甲方由

安徽交控集团改为扬绩公司；（2）乙方由本公司改为宁宣杭公司；（3）宁宣杭

公司受扬绩公司委托向溧黄高速宁绩段 76.26公里(桩号：K109+216至K185+474)

提供委托管理服务；（4）2020 年委托路段综合费用暂定为人民币 1657.66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本集团在收费管理、养护管理、信息及机电技术管理、路产安全

管理等业务运营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管理经验，具备相应管理能力，委托管理

路段与本集团自身拥有的路段相连，本集团对该等路段状况基本了解，能充分发

挥本公司的管理优势，分摊营运成本，使本公司受益于规模经济，提高收入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了上述关联交易，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其中独立

董事 3 名。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陈大峰先生、许振先生和谢新宇先生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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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江一帆、姜军和刘浩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先认可声明和独

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交易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利益情形。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止，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安徽

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的路段委托管理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2,714.11 万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