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1-018 

1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

权的关联交易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川铁集团”）持有的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铁建公司”）

及关联方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乡集团”）持

有的四川航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焱公司”）、四川臻景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景公司”）51%及以上股权，控股该三家公司。最终的

收购方案待审计及评估工作完成后确定，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另行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或股东大会审议。 

 川铁集团和城乡集团均为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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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风险提示： 

三家标的公司尚未完成审计和评估，本次股权收购具体事项将在审计及评估

工作完成后予以明确，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过去 12个月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 

1．公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6日、4月 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

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以 4.06元/股的价格向控股

股东铁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公司股本的 30%，即 1,111,597,653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1-018 

2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4,513,086,471.18元。因铁投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6日、2020年 4月 2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河公司”）

由本公司、平昌巴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及四川华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按 78%、12%、

10%的比例共同组建。巴河公司包含房地产项目开发业务，因房地产开发业务与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范畴和业务发展规划不符，而是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开展的

业务内容之一，为保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也为避免与控股股东形成同业竞

争，故拟在巴河公司将房地产业务之外的水电业务通过巴河公司派生分立的方式，

进入分立新设的四川鑫巴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电力公司”）后，

再将分立后保留房地产业务的巴河公司股权进行转让的方式，将房地产业务从公

司体系内进行剥离。由此，经公司与铁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瑞公司”）协商一致，公司将分立后、仅包含房地产业

务的巴河公司 78%股权转让给川瑞公司，转让价格为 3,090.52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0-055的《四川路桥关于剥

离房地产业务暨转让巴河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3．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放弃控股（全资）投资镇巴（川陕界）至广安

高速公路项目，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成都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四川省

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以参股的方式投资该项目。其分别

占比为 19%、70.99%、10%、0.01%。该项目总投资约 442.77 亿元，项目资本金

约 90.77 亿元。路桥集团按参股比例 19%，共需投入项目资本金约 17.25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0-074 的《四川路

桥关于路桥集团放弃控股并参股投资镇巴（川陕界）至广安高速公路项目的关联

交易公告》。 

4．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向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后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合同的议案》等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调整后公司以 3.99 元/股的价

格向控股股东铁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064,27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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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调整后募集资金总额 4,246,456,368.21 元。因铁投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月 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全资子公司路桥集团及路桥集团控股子公司四川路航建设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航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及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四院”）组成联合体投资宜宾市智能轨道

快运系统 T2、T4线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总额约 16.53亿元，项目资本金占项

目总投资估算约 25%，即 4.13亿元。联合体中路桥集团、路航公司分别出资约

为 2066 万元、413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5%、1%，合计约 2479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4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010的《四川路桥关于子公

司参股宜宾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T2、T4线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6．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合作方国道网（北京）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道网公司”）共同组建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下简称“四川数字”）。四川数字注册资本为 1亿元，铁投集团、四川路

桥、国道网公司分别认缴出资 5710 万元、4000 万元、290 万元，持股比例分别

为 57.1%、40%、2.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4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011 的《四川路桥关于参股组建四川数字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7．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或其控制的公司共同组建四川智能建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智能建造公司”）。智能建造公司注册

资本为5000万元，四川路桥、铁投集团或其控制的公司分别认缴出资 3000万元、

20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60%、4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4日披

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012 的《四川路桥关于控股组建四川智能建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过去 12 个月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情况为：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施工业务范围，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或公司控制的

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所持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 51%及以上股权，控

股该三家公司。 

2021 年 2月 23 日，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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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

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收购关联方所持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 51%

及以上股权，控股该三家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委

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上述三家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待评估工作完成

后，再行制定具体的收购方案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会议应出席人数 11 人，实际出席人数 11 人，其中委托出席 1 人，董事李

琳因公出差，委托董事严志明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长熊国斌主持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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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公司 4位独立董事在会前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表示同意。 

因本次交易对方川铁集团和城乡集团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本

次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仙桥街 1 5 号 

法定代表人：黄卫 

注册资本：368732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1 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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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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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169.26 亿元，净资产 55.62亿元，营业收

入 34.14 亿元，净利润-0.07亿元。 

（二）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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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 号 1 幢 4 层 

法定代表人：白茂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4 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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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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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69.62 亿元，净资产 28.64亿元，营业收

入 54.73 亿元，净利润 1.81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购买关联方子公司股权 

（一）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川铁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 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刚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3 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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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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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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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底，川铁建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0.82 亿元，净资产

11.39亿元，营业收入 21.06亿元，净利润 1,176万元。 

（二）四川航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城乡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其中城乡集团

持股 70%，四川皓存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30%。 

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开发区飞云路北段 70 号宜宾汽车产业园综合

服务中心 1幢 7楼 

法定代表人：王耿 

注册资本：22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 年 12月 4日 

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防腐保温工

程、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堤防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

送变电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建筑智能化

工程、消防设施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土石方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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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 月底，航焱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03亿元，净资产 9,520

万元，营业收入 13.25 亿元，净利润 4,244 万元。 

（三）四川臻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城乡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飞云路北段 70 号宜宾汽车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 1

幢 7层 

法定代表人：王耿 

注册资本：4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 年 7月 7日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古建筑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工程勘

察设计；公路工程；工程设计；生产、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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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 月底，臻景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19亿元，净资产 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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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营业收入 1.38 亿元，净利润 966万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收购目的 

为提升公司在铁路、市政、房建领域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开拓川南片区市场，

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拟收购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 51%及以上股

权，控股该三家公司，具体收购方案待审计及评估工作完成后确定。 

（二）评估基准日 

公司拟以 2020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开展审计评估工作。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施工业务范围，将提升公司在铁路、市政、

房建领域的竞争能力，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川南片区市场。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拟收购川铁建公司、航

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已回避表

决，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收购控股股东铁投集团下属四川省铁路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川铁建公司”）、四川航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

焱公司”）、四川臻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景公司”）51%及以上股权，

控股该三家公司。公司收购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权，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事

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且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公司或公司控制的子公司收购控股股东铁投集团下属四川省铁路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铁建公司”）、四川航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航焱公司”）、四川臻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景公司”）51%及以

上股权，控股该三家公司。公司收购川铁建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权，

将提升公司在铁路、市政、房建领域的竞争能力，同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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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片区市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拟收购铁投集团下属川铁建

公司、航焱公司、臻景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

杨如刚、严志明、李琳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2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