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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四川

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就四川路桥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投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铁投集团”）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8年度 

预计金额 

2018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劳务  2.00 0.89 

主要系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和四川金

通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减少所

致。 

采购商品  4.50 6.53 

主要系在建项目区域发生变化，施工项目机

械设备等所用的燃料采用就近采购以及采

购铁投集团下属四川铁投广润物流有限公

司出售建物资增加所致原则所致。 

出售商品 0.50 0.15 

主要系本年度向控股股东铁投集团下属四

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等其他物流公司出

售建材物资减少所致。 

提供劳务 110.00 115.74 

主要系承接的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投资的成

宜高速征地拆迁推进速度比计划好，超计划

完成施工产值所致。 

关联租赁  0.03 0.02 主要系铁投集团及下属公司退租所致。 

资金占用利息  0.65 0.68  

担保费  0.40 0.31  

合计 118.08 1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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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年度预计可能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 2018 年的生产经营需要和已签订的合同等情况的测算结果，预计

2019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及其关联方可能会发生的关联交易类型和金额

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19年度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劳务 2.00 

主要系铁投集团下属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和四

川金通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随着路桥BOT产值增

加，提供劳务将有所增加。 

采购商品 8.00 
工程施工规模增加预计向关联方采购油料及建材物

资增加。 

出售商品 0.50 
铁投集团下属四川省铁路兴鑫物流有限公司等其他

物流公司出售建材物资所致。 

提供劳务 130.00 
预计铁投集团投资的成宜高速，乐汉高速等BOT项目

施工产值增加所致。 

关联租赁 0.03  

资金占用费 0.65  

担保费 0.40  

合计 141.58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系公司控股股东，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一款的规

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注册资本 200 亿元；法定代表人孙

云；经营范围：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

路、港口、码头、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

勘察、设计、技术咨询；工程监理；进出口业；采矿业；水力发电、风力发电、

电力供应；商品批发与零售、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房地产业；农

林牧渔服务业；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智能化工程。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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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97.08 亿元，净资产 963 亿元，营业收

入 907.96 亿元，净利润 7,729.36 万元。 

2、四川省交通物资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跃；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

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及零售；汽车

租赁（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44 亿元，净资产 1.09 亿元，营业收入

44.44 亿元，净利润 311.77 万元。 

3、江安长江公路大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江安县江安镇龙君庙（原天府茶厂）；注册资本 3,515 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青云；经营范围：副食品销售。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管理、经营；建筑材料销售；机械租赁、预制构件生产、加工；园林绿化、百货、

五金交电、建筑机具批发、零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1 亿元，净资产 7,140.34 万元，营业收

入 3,085.60 万元，净利润 1,688.96 万元。 

4、四川益邦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平昌县同州街道办事处汉王庙社区新华街西段 292 号；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光明；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招投标

代理、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5 亿元，净资产 1.20 亿元，营业收入

1,557.84 万元，净利润 643.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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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航油集团四川铁投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工业园区新材料产业功能区货运大道 88 号；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川；经营范围：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服务；化工

产品及化工原料、燃料油、润滑油、石脑油、沥青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交通、码头及附属设施的投资、开发、经营；中转联运、汽车运输；销

售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销售（以上经营项目涉及许可的取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

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75 亿元，净资产 3.83 亿元，营业收入

109.70 亿元，净利润 1,557.99 万元。 

6、中石油四川铁投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新城管委会武兴四路 166 号二栋 A 单元 2 层 3

号；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勇斌；经营范围：成品油零售业务（零

售：汽油、柴油）；石油化工产品销售（需许可的，按许可证上范围经营至 2019

年 11 月 7 日）；销售机械设备、润滑油、汽车零配件、日用品；自有房屋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气球广告和固定形

式印刷品广告）；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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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3 亿元，净资产 1.76 亿元，营业收入

34.89 亿元，净利润 315.16 万元。 

7、叙镇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小市交通路 2 幢 20 号 21 号 22 号；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唐勇；经营范围：对叙永至镇雄铁路项目的投资、建设；仓储

服务（不含危化品）；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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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相关仓储、物流配套项目的开发、管理；土地综合整理与开发；矿业投资及

矿业资产管理；铁路运输，国内旅游，商品批发与零售（后三项未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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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0.45 亿元，净资产 32.67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8、四川金通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附 3-7 号；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赵丹；经营范围：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械设备及仪器的租赁。（以

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998.17 万元，净资产 2,256.31 万元，营

业收入 2,779.24 万元，净利润 207.81 万元。 

9、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８８号；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周刚；经营范围：铁路工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公路路基工

程、公路路面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航道工

程、河湖整治工程、环保工程、土石方工程服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预拌混凝

土工程、机电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机场场道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地基基础工程、电力工程、模板脚手架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劳务作业、

市政公用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铁路电务工程、铁路铺轨架梁工程、消防设施

工程、土地整理、园林绿化工程、商品批发与零售、机械设备租赁、社会经济咨

询。（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81 亿元，净资产 8.44 亿元，营业收入

9.20 亿元，净利润 812.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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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川天府水城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迎宾大道一段 398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锋；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农

业观光旅游；工程管理与咨询；养老产业、主题游乐园、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建

设；城镇化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建设。（依法需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40 亿元，净资产 2.39 亿元，营业收入

9,998.27 万元，净利润 1,313.06 万元。 

11、四川铁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路 15 号川铁大厦 9 楼 901、903 室；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贾光东；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31 亿元，净资产-3,093.52 万元，营业

收入 11.17 亿元，净利润-1,454.12 万元。 

12、四川巴广渝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广安枣山物流商贸园区天成村 5 组；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陈大智；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公路、桥梁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养

护，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工程咨询，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招投标代理，物

资设备供应，租赁业，商品批发零售，物业管理（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1.69 亿元，净资产 48.36 亿元，营业收

入 1.84 亿元，净利润-2.45 亿元。 

13、四川南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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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阳春路 2 号；注册资本 87,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郑化宇；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公路，桥梁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养护，

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工程咨询，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物资设备供应及销售，

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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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0.10 亿元，净资产 75.30 亿元，营业收

入 5.23 亿元，净利润-1.74 亿元. 

14、四川蓉城第二绕城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注册资本 68,421 万元；法定代表人

田义；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

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高速公路、公路、桥梁经营、管理及养护；公路工程、

桥梁工程、工程咨询、招投标代理；商务服务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租赁

业；商品批发与零售；物业管理。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71.20 亿元，净资产 36.55 亿元，营业收

入 6.16 亿元，净利润-3.20 亿元。 

15、四川小金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丹巴县岳扎乡岳扎坝村；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志

林；经营范围：水力发电、其他能源发电、咨询服务、代理服务及技术服务；电

力安装及修理；水资源管理；旅游开发、经营管理、餐饮、娱乐；园林绿化；公

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房地产开发经营；公路桥梁投资；建筑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销售等（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

法规限制的除外，需许可证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73 亿元，净资产 4.44 亿元，营业收入

1.79 亿元，净利润-1,332.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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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四川叙大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41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冯国兰；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对铁路、桥梁及其它基础设施的投资；修建

四川省叙永至古蔺大村铁路；货物装卸及仓储服务；销售：钢材、建材；叙永至

大村铁路的开发及货物直通运输经营（此项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2.45 亿元，净资产 15.98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17、四川叙古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5 号 1 幢 7 层 3 号；注册资本 17,2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王中林；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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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1.47 亿元，净资产 30.89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18、四川宜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宜宾市临港开发区宜泸高速公路临港管理中心；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邓万全；经营范围：公路、桥梁建设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管理、经营；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百货、五金交

电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户外广告发布。（以上不含前置许可或审批项

目，后置许可或审批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1.41 亿元，净资产 34.95 亿元，营业收入

2.23 亿元，净利润-2.39 亿元。 

19、四川宜叙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宜宾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宜泸高速公路沙坪管理中心；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龙勇；经营范围：公路、桥梁建设投资、管理、经营及

养护；商业服务业、工程咨询、项目投资、招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租赁业、

商品批发零售、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餐饮服务；卷烟零售。（以上不含需

前置许可或审批项目，涉及后置许可或审批的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9.31 亿元，净资产 30.44 亿元，营业收入

9,512.45 万元，净利润-4.02 亿元。 

20、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创意产业商务区毕昇路 468 号锦江创意科技大厦 34

层；注册资本 71,758.59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东；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会

议及展览服务；仓储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城市综合性交通枢纽

项目投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90 亿元，净资产 10.21 亿元，营业收入

1.97 亿元，净利润 2,072.46 万元。 

21、四川成兰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注册资本 213,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刘志刚；经营范围：成兰铁路项目投资。（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

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7.09 亿元，净资产 27.09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204.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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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四川广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广安枣山物流商贸园区天成村 5 组；注册资本 2,000 万；法定代表

人王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39 亿元，净资产 8,451.97 万元，营业收

入 4.32 亿元，净利润 7,257.90 万元 

23、四川成渝客专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第五层；注册资本 577,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刚；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

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7.71 亿元，净资产 57.68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45.72 万元。 

24、四川省新铁投资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五津西路 105 号；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赵飞；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土地整理；房

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销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上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79 亿元，净资产 4.6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448.85 万元。 

25、四川铁投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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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县东升街道西安路一段 49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翔；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开发与经营、代理与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建筑材料销

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1 亿元，净资产 2 亿元，营业收入 2,510.70

万元，净利润-4,909.66 万元。 

26、四川路桥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四段２７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赵飞；经营范围：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商品批发与零售；绿化工程。（以上项目不含前置

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61 亿元，净资产 6,341.41 万元，营业收

入 3 亿元，净利润 5,574.27 万元。 

27、四川兴程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内江市东兴区太白路 69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

光明；经营范围：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土地整理，房地产开发（凭

资质证书经营）；销售；建筑材料、建筑机械设备（不含需要前置许可的设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86 亿元，净资产 2.03 亿元，营业收入

176.05 万元，净利润-2,612.80 万元。 

28、四川成贵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1 栋 2 层 2 号；注册资本 7,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平；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

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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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4.37 亿元，净资产 24.35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566.41 万元。 

29、四川绵南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绵阳市游仙经济开发区凯越路 1 号；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法定

代表人周勇；经营范围：对高速公路、公路、桥梁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及养护（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商务服务，工

程咨询，对国家政策允许的其他项目投资，招投标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

备销售，物业管理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0.80 亿元，净资产 28.2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30、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2 楼；注册资本 130,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杨万辉；经营范围：电力技术开发；环保节能产品的研发；新能源的技术开

发；电力工程（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电力生产（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电力供应（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建筑工程施工（工

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工程管理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商务咨询（不

含投资咨询）；国内贸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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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03 亿元，净资产 14.40 亿元，营业收入

1.73 亿元，净利润-522.12 万元。 

31、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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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1 幢 4 层；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茂；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

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

动）；房地产业；土地整理；房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公路工程、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农、林、牧、渔服务

业；货运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商品批发与零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9.02 亿元，净资产 28.46 亿元，营业收

入 11.95 亿元，净利润 1.69 亿元。 

32、四川祥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乐山市市中区九峰镇明月村；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李洪；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代理、租赁；物业资产管理；土地

整理（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23 亿元，净资产 4,812.61 万元，营业收

入 0 元，净利润-1,191.88 万元。 

33、四川省铁路兴鑫物流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路 15 号 1 幢 1005 室；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白茂；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煤炭批发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批发

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货运代理；装卸服务；

仓储业；商品批发与零售；技术推广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980.17 万元，净资产 1,016.78 万元，营

业收入 4.09 亿元，净利润 7.18 万元。 

34、四川攀大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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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乡团山村小平地组 66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熊启高；经营范围：公路、桥梁、隧道建设、经营、管理；公路

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

发（凭资质证从事经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餐饮业；销售：预包装食品、百

货、水果、蔬菜、针纺织品；房屋、场地租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1.59 亿元，净资产 14.8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万元。 

35、四川省诚建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彭州市天彭镇西郊陈家村；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何远德；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水泥制品、预拌干混砂浆生

产、销售；建辅建材（不含木材和危险化学品）销售；货物专用运输（罐式）【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97 亿元，净资产 4,287.13 万元，营业收

入 1.55 亿元，净利润 647.54 万元。 

36、四川省铁昌物资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88 号 9 幢 6 楼 602 号；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建国；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

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道

路货物运输。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787.45 万元，净资产 342.76 万元，营业

收入 1.11 亿元，净利润 0.51 万元。 

37、四川铁投广润物流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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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中太路 1 号；注册资本 50,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张锋；经营范围：国内外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装卸服务；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不

含金融租赁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销售：钢材及其制品、矿产品（不含成品

油及危化品）、农产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焦炭、化工原料与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与辅料、装饰材料、水泥及制品、沥青、燃料油、

煤炭；矿产品进出口；汽车租赁；蔬菜、水果、矿产品（不含成品油及危化品）、

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橡胶制

品业；结构性金属制品、金属工具、水泥、石灰、水泥制造及类似制品制造；贸

易经纪与代理。汽车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电池、电机、电控系统设备的

研发制造；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未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1.78 亿元，净资产 5.33 亿元，营业收入

209.55 亿元，净利润 1,668.98 万元。 

38、四川乐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乐山高新区乐高大道 6 号高新大厦 208 室；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蔡乐军；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建设及附属设施的项目投资、经营管理

及养护；招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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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1.34 亿元，净资产 24.97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39、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街 15 号；注册资本 318,732 万元；法定代表

人白茂；经营范围：四川省属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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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勘察设计、施工；水泥制品生产及销售；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运输代理；装卸

搬运；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仓储业；物流和物业管理；工程监理、工程检测、工

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建筑材料生产；房地产开发；职业技能培训。（以

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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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59.20 亿元，净资产 52.48 亿元，营业收

入 48.48 亿元，净利润-2,166.86 万元。 

40、川南城际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 281 号；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陈大智；经营范围：川南城际铁路项目（含内江至自贡至宜宾城际铁路、内江

至泸州城际铁路）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广告，商业贸易，铁路

相关仓储、物流等配套项目的开发、管理，铁路车站及线路周边用地的综合开发。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3.44 亿元，净资产 40.3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41、四川泸渝高速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蜀泸大道 5 号 1 幢 6 层 3 号；注册资本 10,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张光举；经营范围：对 G8515 线荣昌至泸州段高速公路及其附

属设施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养护，工程招投标代理，建材销售，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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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0.85 亿元，净资产 10.56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42、四川成宜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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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北路西段附 3 段 17 号企业服务中心

504 室；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光军；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建设及

其附属设施的项目投资、经营管理及养护，招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物业管

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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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79.10 亿元，净资产 17.8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43、四川祥浩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大道 17 号企业服务中心 522 室；注

册资本 2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马青云；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招投

标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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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46 亿元，净资产 12.46 亿元，营业收入

9,529.59 万元，净利润 404.12 万元。 

44、四川铁投信息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周湖伟；经营范围：产品和服务为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

研发并提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综

合布线工程、弱电工程、机电设备按照工程、网络工程、通信工程设计及施工；

销售计算机及耗材、几点产品；计算机系统集成；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建筑智能化工程、通讯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施工及技术开发（工

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不含气球广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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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进入活动）（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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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507.26 万元，净资产 4,551.69 万元，营

业收入 8,090.50 万元，净利润 135.78 万元。 

45、四川叙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三段 9 号 5 层 4 号；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光举；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投

资、经营管理和养护；工程招标代理；建材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

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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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74 亿元，净资产 3.43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46、四川广安绕城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五组；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友谊；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公路、桥梁经营、管理及养护；公路

工程、桥梁工程、工程咨询、招投标代理；商务服务业（不含金融、证券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的项目）、公路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租赁业（不

含汽车租赁）；商品批发零售（不含危化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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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56 亿元，净资产 5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万元。 

47、四川兴蜀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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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注册资本为 343,0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孙云；经营范围：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成绵峨客运专线项目投资；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园林

绿化和维护、交通安全设施的安装和维护（凭资质证并按许可时效和范围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9.81 亿元，净资产 65.94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93.09 万元。 

48、九寨沟县铁投空中轨道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九寨沟县张家湾安置小区；法定代表人：孙云；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单轨客运服务；房地产开发。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停车场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9.40 万元，净资产 99.40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5.99 万元。 

49、四川成昆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1 栋 2 层 2 号；法定代表人李刚；注

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

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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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0.95 亿元，净资产 50.94 万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112.18 万元。 

50、四川铁投瑞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县东升街道西安路一段 49 号；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翔；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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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活动）、开发与经营、代理与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建筑材料销

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71 亿元，净资产 2.00 亿元，营业收入

2,510.70 万元，净利润 4,909.66 万元。 

51、海南川铁投广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69 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跨境

电商产业园国际商务中心 213-8，注册资本为 10,00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何

平；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除外）；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招投标代理服务；

酒店管理；教育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国内外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货物装卸服务、普通货

运；仓储服务；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劳务派遣除外）；国内旅游业务；入境

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米、面制品、

酒、饮料、茶叶、食用油、糕点、糖果及糖、预包装食品、禽畜生肉及肉制品、

海鲜、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品、化妆品、钟表、眼镜、箱包、文化用品、

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珠宝首饰、家用电器、水泥矿产品、装饰材料、化肥、化

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稀贵金属、金属材料、农药、自行车、

摩托车、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五金、消防器材、健身

器材、新鲜水果、坚果、汽油柴油煤油天然气；橡胶制品的制造和销售，结构性

金属制品、金属工具、水泥制造和销售；汽车零部件加工生产；电池、电机、电

控系统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实业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一般经营项目

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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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0 亿元，净资产 2,057.55 万元，营业收

入 2.73 亿元，净利润 57.55 万元。 

52、四川省铁产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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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为叙永县兴隆镇黄家坝村，法定代表人黄河，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天然气[富含甲烷的]、石脑油、石油原油、甲醇汽油、

乙醇汽油、石油气、石油醚、煤焦沥青、煤焦酚、硫磺、煤焦油、甲醇、乙醇[无

水]、粗苯、苯、乙酸[含量＞80%]、乙酸溶液[10%＜含量≤80%]、水合肼[含肼

≤64%]、偶氮二甲酰胺、碳化钙、O，O'-二乙基硫代磷酰氯、硫酸、盐酸、丙

酮、甲苯、汽油、煤油、柴油[闭杯闪点≤60℃]、钢材、水泥、沥青、沙石、煤

炭、燃料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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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5,982.33 万元，净资产 44.70 万元，营业

收入 6,961.23 万元，净利润 44.74 万元。 

53、四川铁川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路 15 号五栋一楼 1-1、2 号，法定代表人李昌

鸿，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电子工程安装服务；智

能化安装工程服务；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照明工程设计、施工；

工程管理服务；电梯及配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与安装；建筑物采暖系统安装服

务；工程勘察设计；基础地质勘察；地震服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07.09 万元，净资产-145.54 万元，营业

收入 2,221.49 万元，净利润-211.92 万元.。 

54、四川铁投晟瑞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镇中太路 1 号；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伟；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工

程设计、施工；花卉种植、销售；清洁服务；环境污染治理、病虫防治；企业管

理咨询；招投标代理。（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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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892.74 万元，净资产 1,437.32 万元，营

业收入 331.42 万元，净利润-520.09 万元。 

55、四川铁投顺锦置业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锦程路 108 号；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陈光明；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理；园林绿化工程、景观

设计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古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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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78 亿元，净资产 7,391.85 亿元，营业

收入 0 元，净利润-1,845.06 万元。 

56、四川铁投恒祥置业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仁寿县文林镇建设路一段友谊巷 6 号，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明；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理；园林绿化景观设计施

工；房屋建设工程；古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物业管

理。（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审批及许可项目，涉及后置许可或审批的凭许可证

或批准文件经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3.98 亿元，净资产 6,416.69 亿元，营业

收入 0 元，净利润-1,850.48 万元。 

57、四川铁投广隆置业有限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花城社区花果居民小组 30 号附 1 号；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洪；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策划；酒店管

理；房屋中介；房屋拆除；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销售：建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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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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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87 亿元，净资产 9,775.85 万元，营业收

入 0 元，净利润-224.15 万元。 

58、川铁（宜宾）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宜宾市翠屏区南岸蜀南大道东段 30 号鼎业兴城小区 3幢 1 单元 1-1

号；注册资本 8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杨德贵；经营范围：铁路及铁路专用线

工程投资、建设（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铁路及铁路

专用线维护与管理，铁路运输与仓储（不含危险品）；销售：矿产品、建材。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9.25 亿元，净资产 6.38 亿元，营业收入

5,627.62 万元，净利润-3,329.80 万元。 

59、四川连乐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乐山高新区乐高大道 6 号高新大厦 2 楼 208 室；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付勇；经营范围：连乐铁路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

与运营；运输代理；装卸搬运；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仓储服务；物流与物业管理；

铁路工程、房屋、管道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铁路运输设备、

煤炭、金属矿及非金属矿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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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5.45 亿元，净资产 13.39 亿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0 元。 

60、川铁（泸州）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其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中 10.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注册地址泸州市龙马潭区龙南路 41 号 1 幢 5 层 501 号，注册资本：138,208.23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白茂；经营范围隆昌至叙永段铁路的开发及货物直通运

输经营；销售：建筑建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对铁路、桥梁及其它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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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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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4.32 亿元，净资产 3.31 亿元，营业收入

1.57 亿元，净利润-1.13 亿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中的货物采购或销售交易价格按双方所在地市场交易公允价

格执行；房屋租赁按房屋所在地公允价格执行；设备租赁按设备现有净值、成新

情况以及预期可产生的收益等因素来确定机械设备的租金；提供劳务一般按《公

路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公路工程概算定额等国家规定定额》，根据市场直接

材料、直接人工、机械使用费等的价格变化进行计算确定。资金占用利息根据公

司实际占用其金额按融资成本计算。 

在 2017 年 4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和铁

投集团签署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在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期间内，每个会

计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由协议双方在乙方每年的年度董事会前进

行计划、估算并依法进行审批与披露。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止。 

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

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时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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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同意 2018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 2019 年的生产

经营需要和已签订的合同等情况的测算结果，同意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与关联方

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和金额。 

本次会议应当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 11 名，其中委托出席 2 名，董事熊

国斌因公出差，委托董事胡元华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杨勇因公出差，委托

独立董事吴开超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孙云、王猛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9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4 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根据公司 2018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情况和预计的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和金额，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云、王猛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此项关联

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保荐机构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2、上述关联交易经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程序合法

有效，定价遵循公允、合理原则，上述关联交易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

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并将持续跟踪交易实际发生时的定价是否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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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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