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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编号：2019-023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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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 2019 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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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类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078,880.14万元。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饶金土先生、滕振宇先生、

金振华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需要回避表决。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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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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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4       8,723.40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商品、租赁 公开招标      90,569.00     8,199.55      61,085.13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材料 公开招标     128,054.00     9,734.40      52,136.33  

浙江中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材料 公开招标      27,501.00     3,682.57      24,841.37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材料 公开招标       3,000.00           118.34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

限公司 
材料 公开招标       4,000.00           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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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租赁 市场价         140.00        22.44          83.85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

股份公司 
租赁、固定资产 市场价       1,000.00           595.11  

浙江交投绿城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 
水电、物业 市场价         450.00        22.64         323.30  

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水电费 公开招标          10.00             8.5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 

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258,100.00    46,242.37     247,8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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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6.29       2,623.33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81,142.00    22,644.14      95,1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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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84       9,2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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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4,685.00       263.23       4,9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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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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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11      36,093.54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39,725.00    16,4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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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29      54,226.33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30,750.00     3,006.45      33,474.19  

湘潭金基投资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劳务服务 公开招标            943.87  

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计 公开招标       3,400.00       140.95       3,1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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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标       2,819.00       145.57         214.16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8,500.00       191.98       7,515.60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62,116.00    25,682.82      54,680.96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7,800.00     2,015.84       4,716.07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600.00           563.08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115.00        90.87           0.27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100,601.00    21,355.94      66,752.15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标          30.00        20.00       7,0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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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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35       4,239.74  

德清县德安公路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40,028.00     4,084.30      14,8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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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5.37      21,341.07  

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69,020.00     1,026.00       2,729.53  

杭州杭宣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21,662.00      

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

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89,272.00     9,450.71    

浙江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公开招标      1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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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4,729.00     1,158.86       2,471.16  

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1,249.00       2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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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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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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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6       1,403.57  

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37,333.00    15,009.65      71,793.75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650.00       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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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42      10,4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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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395.00        60.59       8,361.65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标       8,527.00       961.83       6,212.6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

院股份公司 
设计费、检测费 市场价          50.00            36.60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劳务 市场价          50.00            44.15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 市场价         800.00           613.07  

浙江杭微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劳务款 公开招标       1,000.00           828.58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培训 市场价          10.00             7.05  

  合计       1,340,603.00   210,887.95   1,078,880.14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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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8,723.40  

     251,137.22  

0.66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

料的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

148,635.36万元，向

关联人销售商品的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 746,463.34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实际发生额

182,251.99万元，接

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实际发生额

1,529.45万元，合计

1,078,880.14万元，

与预计金额

1,186,252.92万元

的差异为-9.05% 

表格列示关联交易

金额为 2017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日常关联交易，具体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26）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 
材料     61,085.13  4.62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材料     52,136.33  3.96 

浙江中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材料     24,841.37  1.88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 
材料        118.34  0.01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

有限公司 
材料        719.94  0.05 

浙江中拓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租赁         83.85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公司 
租赁、固定资产        595.11  0.05 

浙江交投绿城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水电、物业        323.3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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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丽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水电费          8.59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杭州都市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247,871.26  

     707,555.60  

9.4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提供劳务      2,623.33  0.1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95,138.25  3.61 

浙江龙丽丽龙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9,207.66  0.35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936.99  0.19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高速公路管理有

限公司 

建筑施工        681.20  0.03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36,093.54  1.37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

道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73,488.04  2.79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计     54,226.33  2.06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33,474.1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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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金基投资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劳务服务        943.87  0.04 

浙江舟山跨海大桥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计      3,109.96  0.12 

浙江金华甬金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养护        214.16  0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7,515.60  0.28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54,680.96  2.07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

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4,716.07  0.18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院 
工程施工        563.08  0.02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0.27  0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66,752.15  2.53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7,023.17  0.27 

浙江申嘉湖杭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4,239.7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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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德安公路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施工     14,892.92  0.56 

嘉兴市嘉萧高速公

路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建筑施工     21,341.07  0.81 

浙江景文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建筑施工      2,729.53  0.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2,471.16  

     222,200.10  

0.09 

金华市东永高速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94.20  0.02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839.04  0.07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8,586.91  0.7 

浙江嘉兴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1,403.57  0.05 

浙江杭海城际铁路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1,793.75  2.72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0,540.27  2.3 

浙江金丽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0,448.8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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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湾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361.65  0.32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212.62  0.2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

计院股份公司 
设计费、检测费         36.60  

       5,360.00  

0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 
劳务         44.15  0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服务        613.07  0.04 

浙江杭微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劳务款        828.58  0.06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培训          7.05    

  合计    1,078,880.14     1,186,252.92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①浙江交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业务存在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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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本项下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整体影响很小； 

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产品或商品”的关联交易主要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而招投标时间安排及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故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与年初预计数有差距。 

公司将一如既往的严控关联交易，保证公开、公平、公正，价格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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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经认真审阅有关议案，我们认为，浙江交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分子公司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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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项下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司整体影响很小；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产

品或商品”的关联交易主要是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而招投标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数与年初预计数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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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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所:杭州市五星路 199 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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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资产 4119.03亿元，净资产 1369.46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379.55 亿元，净利

润 64.47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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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 9 号银湖创新中心 6 号十三层 1332

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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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162,62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O100341792982H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5月 11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护、管理，汽车维修与冲洗，仓储

（除危险化学品），交通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除

网络广告）；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零售：润滑油，卷烟，

书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1,409,308万元、净资产 434,55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542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二级公司，经营

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现阶段以项目建设为主，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

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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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康言 

注册资本:56,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2015年 8月 10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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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

维修，石料、矿产品、沥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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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的销售，以及从事进出口业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53.22 亿元、净资产 5.23 亿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7.24 亿元，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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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0.78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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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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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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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装

饰材料、机电产品、办公设备与用品、日用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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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食用农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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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浙江高速物流有限 公司总资

产 4.45 亿元、净资产 3.06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99 亿元，净利润 0.0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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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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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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 

住  所:德清县武康街道中兴南路 26-44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力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344076826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6月 24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营运管理及收费公路沿线服务设施的开发

管理，广告设施租赁。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德清县杭绕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616,151 万元、净资产 152,067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德清县杭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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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杭绕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德清县杭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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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状况目前以建设德清段高速公路为

主，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6、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上城区清吟街 108号 630室 

法定代表人:王伟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23456416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 11月 20 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与建设、维护与管理，汽车救援与清洗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化品）、物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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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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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483,962 万元、净资产 222,011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1,206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临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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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临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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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状况目前以建设建德至金华段高速公路

为主，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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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975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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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41,492 万元、净资产 40,00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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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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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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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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4209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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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流动资产 579.1331亿元，非流动资产共计人民币 215.9985 亿元，收益共

计人民币 95.6821亿元，本年溢利共计人民币 39.92亿元，本年溢利归属于本公

司拥有人共计人民币 34.8054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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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广场省科协大楼 15楼 

法定代表人:骆鉴湖 

注册资本:24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0203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 1月 1日 

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养护、管理，高速公路配套项

目的开发经营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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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558,476万元、净资产 533,002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4,062

万元，净利润 90,989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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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是浙江交通集团重点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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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  所:金华市金瓯路 1118 号 

法定代表人:金文勇 

注册资本:13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6018182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9月 30 日 

经营范围：餐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甬金高速公路金华段的建设、

收费、养护、管理,以及与甬金高速公路金华段相配套的施救、停车、清洗、仓

储(以上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等配套服务,物业管理,高速公路运行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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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171,517万元、净资产 152,588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

727万元，净利润 12,097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金华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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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金华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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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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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 

住  所: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山潭东堠社区 

法定代表人:程涛 

注册资本:360,66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768682408B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 11月 12 日 

经营范围:汽油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高速公路投资、筹建、建设、维

护、管理、拯救、清洗；设备租赁；广告制作、代理、发布；建筑材料采购与供

应；普通货物仓储、房地产开发的配套服务；日用百货零售，展览展示活动；以

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物流、旅游、餐饮、住宿等的配套服务，柴油、预包装食品、

卷烟、雪茄烟、音像制品、报刊的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总

资产 951,313万元、净资产 226,49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157万

元，净利润 294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舟山跨海大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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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舟山跨海大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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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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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如春 

注册资本:4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74364166C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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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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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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金丽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634,858万元、净资产 370,962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7,825

万元，净利润 13,16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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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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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如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337045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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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日，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314,118万元、净资 2,567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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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199号 

法定代表人:钱文海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OOOOO56876O28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11月 9 日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总资产 3,532,023.23 万元、净资产 289,841.14万元，2018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86,296.89万元，净利润 43,666.36万元（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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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

司,运营正常,资金较为充裕,内控健全,资产质量良好,资本充足率较高,拨备充

足,与其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15、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住  所:海宁市钱江西路 178 号钱江大厦 1603室 

法定代表人:杨晓法 

注册资本:6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991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2月 13 日 

经营范围:城际铁路的建设、投资、开发及运营服务等。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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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627,637万元、净资产 340,00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 0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海城际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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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杭海城际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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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建设杭州到海宁的城际铁路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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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16号 3号楼 306 

法定代表人:张焱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57524687X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1年 4月 28 日 

经营范围：销售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电子产品、仪器仪表、Ⅰ、Ⅱ类医

疗器械;投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销售第Ⅲ类医疗器械。(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第Ⅲ类

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总资产 200,287万元、净资产 75,309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7,031万

元，净利润 11,237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科技股份公司的股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科技股份公司的股东，是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国际”）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

政府项目、项目总包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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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号交通集团 8楼 

法定代表人:袁仁军 

注册资本:67,553.550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12108626U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4月 12 日 

经营范围:钢铁贸易、汽车销售与服务、出租车运营、仓储物流、电子商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116.40亿元、净资产 27.97 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632.94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 亿元（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浙商中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代码：000906）。2018《财富》中国 500

强榜单中排名第 165位,在第十九届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中荣获“2016年度

金牛投资价值 150强”，并成功入选“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名单。

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 

18、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号 8层 

法定代表人:袁仁军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80715519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9月 26 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金属材料、金属制品、贵金属、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矿产品（不含专控）、交通安全设施产品的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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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物流信息技

术、电力技术、节能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售电服务（凭许可证经

营），电力工程、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配送（不含运

输）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设备租赁，汽车租赁，

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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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资产 164,889.67万元、净资产 51,813.65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5,441.83 万元，净利润 1614.82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浙江中拓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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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MA28K567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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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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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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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资产 749,150万元、净资产 358,00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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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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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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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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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49821775J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5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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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日，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805,979万元、净资产 203,395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506

万元，净利润 13,58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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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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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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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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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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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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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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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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交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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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项下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公

司整体影响很小；虽然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与年初预计数有

差距，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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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的行为。 

3、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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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1、公司制定的 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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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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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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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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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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