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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H/2020CDAA80007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实际到账募集资金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募集资金，提供真实、合法、完整

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投资者及四川路桥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四川

路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到账募集资金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参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四川路桥的实际情况,

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四川路桥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05,325,510.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3,705,325,510.00 元。

根据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8 号）核准，四川路桥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064,274,779 股，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 1,064,274,77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99 元，均为现金认购。四川路桥实施上述非公开发行后，本次申请增

加注册资本（股本）1,064,274,779.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4,769,600,289.00

元。 

根据我们的审验，截至2020年10月30日止，四川路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

1,064,274,77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46,456,368.21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

币21,928,361.9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24,528,006.2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1,064,274,779.00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3,160,253,227.24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四川路桥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3,705,325,510.00 元，

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出具 XYZH/2020CDA80002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后，四川路桥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4,769,600,289.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4,769,600,28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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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桥）系 1999 年 12 月 17 日经

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1999]341 号文批准，由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路桥集团公司）、四川九寨黄龙机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四

川九寨黄龙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嘉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科卓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北京中经远通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成都贵通建

设实业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四川贵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 28 日经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5100001811904，法定代表人：孙云，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

址：成都市高新区高朋大道 11 号科技工业园 F-59 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3）16 号文批准，四川路桥于 2003 年 3 月

1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00 万股（股票简称“四川路桥”，股票

代码 600039），并于 2003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发行后四川路

桥股本增至 25,000 万元人民币。2004 年 6 月，四川路桥根据 2004 年 5 月 13 日举行的

2003 年度股东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5,000 万股，转增后四川路桥的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 

2006 年 12 月 4 日，四川路桥股东大会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同意用资本公积

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共计

7,200 万股；同意公司以下属路面工程分公司、公路二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及施工类相

关资产截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扣除内部往来款项余额后的账面净资产 21,026.44 万元，

按每股 3.10 元的价格，向四川路桥控股股东路桥集团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 6,800 万股公

司股份。该股权分置方案已获四川省国资委“川国资产权[2006]358 号”《关于四川路

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四川路桥总股本由 3 亿股增加到 3.04 亿股。四川路桥股权分置

中的对价股份于 2007 年 1 月 8 日上市流通。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2008]338 号文的精神，路桥集团公司与四川省铁路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于 2009 年 3 月 17 日签定《四川路桥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根据协议，路桥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四川

路桥 108,809,440 股无偿划转给铁投集团。上述股权划转行为分别于 2009 年 6 月、2009

年 8 月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并于

2009 年 10 月完成无偿划转股权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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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四川路桥根据举行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

按每 10 股转增 6.5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19,760 万股，同时按每

10 股派发股票股利 1.5 股的比例，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 4,560 万股，转增后四川路桥

的注册资本为 54,720 万元。 

2012 年 5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17 号文批准，

四川路桥向铁投集团发行 4,993 万股股份购买路桥集团公司 100%股权，本次发行的定

价基准日为 2011 年 5 月 30 日，购买资产的作价为 250,170.33 万元，按照《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计算确定的发行价格 5.01 元/股，发行后四川路桥股本

增至 104,650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120 号文批准，四川路桥于 2013 年 12 月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463,366,336 股，发行价格为 5.05 元/股，发行后四川路桥股本增至

1,509,866,336.00 元。 

2014 年 8 月 28 日，根据四川路桥第五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

四川路桥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股本总数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转增股本 150,986.63 万股，转增后四川路桥的股本增至 3,019,732,672.00 元。 

2015 年 5 月 10 日，根据四川路桥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司名称变更为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7 年 8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373 号文 《关于核准四

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四川路桥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90,792,838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91 元，发

行后四川路桥股本增至 3,610,525,510.00 元，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20 年 1 月，四川路桥通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符合条件的 942 名激励对象授予 

9,480 万股股份。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四川路桥股本增至 3,705,325,510.00

元。 

四川路桥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118906956；住所：四川省成都市

武侯区高朋大道 11 号科技工业园 F-59 号；法定代表人：熊国斌。 

根据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路桥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8 号）核准，四川路桥

获准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064,274,77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24,645.64 万元

（含发行费用）。本次验资是对四川路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增加注册资本的实收情

况进行验证。 

二、本次申请增加的注册资本及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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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路桥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8 号）核准，四川路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 1,064,274,77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四川路桥申请新

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4,274,779.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4,769,600,289.00 元。 

三、审验结果 

经我们审验，截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止，四川路桥非公开发行股票 1,064,274,779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99 元，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4,246,456,368.21 元。上述募集资金

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

20,807,636.20（含税）元后，分别存入四川路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技

园支行开立的 22804801040023094 账号人民币 2,000,000,000.00 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永丰路支行开立的 4402922019100223325 账号人民币 1,600,000,000.00

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开立的 028900096010804 账号人民币

625,648,732.01 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上述保荐及承销费用和贵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用总计不

含税金额 21,928,361.97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24,528,006.24 元，其中增加股

本为人民币 1,064,274,779.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3,160,253,227.24 元。发行费用

明细如下表： 

项目 含税金额（元） 不含税金额（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20,807,636.20 19,629,845.48 

律师费用 1,100,000.00 1,037,735.85 

会计师费用 480,000.00 452,830.19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300,000.00 283,018.87 

登记费用 556,427.48 524,931.58 

合计 23,244,063.68 21,928,361.97 

四、其他事项 

1.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证券登记手续尚

在办理之中。 

2.贵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4,246,456,368.21 元，上述认购款到位

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出具

XYZH/2020CDAA80006 号《验资报告》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