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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07         证券简称：四川成渝        公告编号：2021-014 

债券代码：136493         债券简称：16 成渝 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设立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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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蜀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南公司”）作为牵头方与

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3 月 9 日，由“四川交投建设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

交建”）组成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参与芦山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旅游

公路工程 PPP 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于 2021 年 3 月 4 日中标（详情

可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2021 年 3 月 5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四川成渝关于全资子公司牵头联合体预中标芦山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

旅游公路工程 PPP 项目的提示性公告》以及《四川成渝关于全资子公司牵头联

合体中标芦山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旅游公路工程 PPP 项目的公告》）。 

 四川交建为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及最终方控制的其他公司，本次共

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659.26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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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了《全资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芦山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旅游公路项目并设立项目公司》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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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批准全资子公司蜀南公司作为牵头方与四川交建组成联合体参与本项目的投

标及中标后（如若中标）的签约、筹备、建设、移交等相关工作和安排。 

2021 年 4 月 1 日，联合体分别与芦山县交通运输局及政府出资代表芦山县

投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芦山县投资公司”）共同签署了《芦山

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旅游公路工程 PPP 项目（第二次）合同》（以下简称“《PPP

项目合同》”）以及《芦山县蜀南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以下

简称“《项目公司股东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四川交建发生关

联交易，未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截至《PPP 项目合同》及《项目公司股东协议》签署之日，四川交建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四川交建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关联人名称：四川省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091680387 

3.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西一段 90 号四川高速大厦八楼 A 区 B 区 

4. 法定代表人：陈良春 

5. 注册资本： 200,000 万人民币 

6.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总承包；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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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城市绿化管理；水泥制品销售；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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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构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智

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7. 成立日期：1999 年 4 月 19 日。 

8.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人民币

10,316,636,762.33 元，净资产人民币 2,639,454,363.24 元，2020 年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 10,256,761,324.07 元，净利润人民币 193,441,209.72 元（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蜀南公

司与公司关联法人四川交建成立联合体共同投资本项目，并与政府出资代表芦

山县投资公司共同成立 PPP 项目公司。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PPP 项目合同》以及《项目公司股东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芦山县龙门至宝盛至大川旅游公路工程 PPP 项目，项目采用 BOT

（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作期限为 16 年（其中建设期 3 年），以《PPP 项目

合同》生效之日为合作期起始日，合作期满 16 年之日为合作期限届满日。 

项目建设里程 8.3 公里，道路等级为三级公路，设计速度 30 公里每小时，

路基宽度 7.5 米，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概算总投资约人民币 39,000

万元（其中政府配套投入 2,000 万元），最终以政府审计部门审计结果作为结算

依据。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除政府配套投入部分）20%，即人民币 7,400

万元。 

2. 项目公司 



4 

 

（1）公司名称：芦山县蜀南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

部门登记注册的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 7,400 万元，具体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为：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芦山县投资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740 10% 货币 

四川蜀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6,659.26 89.99% 货币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0.74 0.01% 货币 

合计 7,400 100%  

（3）利润分配：四川交建按持股比例参与税后利润分配，芦山县投资公司

不参与税后利润分配，剩余税后利润由蜀南公司享有。芦山县投资公司不承担

除注册资本出资额以外的公司后续投入及债务。 

（4）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工程管理服务；公路管理与养护；机

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住房租赁；土石

方工程施工；投资与资产管理。（最终以工商核定为准）。 

（5）治理结构：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其中蜀南公司提

名 4名，芦山县投资公司提名 1名，职工董事 1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董事长由蜀南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即公司法定代表人；项目

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两名，由蜀南公司和芦山县投资公司各自提名 1 名；

项目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长兼任，由公司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6）股权转让：项目公司股东在建设期和进入运营期 2 年内不得转让、质

押其股权或用于其他任何担保；进入运营期 2 年后，经芦山县投资公司事先书

面同意，可以向符合《PPP 项目合同》规定条件的受让方转让其在项目公司的股

权，原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但股权不能转让给政府，或者在合同内约定回购

安排。 

3. 项目回报机制 

运营维护期内，项目公司依据合同约定履行运营维护的义务，并依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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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获得政府付费，运营维护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养护、设施维护、环卫

保洁、安全管理、项目管理、应急处理等。运营维护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四川

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政府付费项包括可用性付费和运营绩效付费，付费依据主要是设施可用

性、完整性产品和服务使用量和质量等要素，运营期每满一年为一个费用支付

节点。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城市基础设施业务，符合公司利益与发展

目标，与四川交建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充分利用合作各方优势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本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3%，应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并报董事长签署确认。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报备文件 

（一）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二）《PPP 项目合同》； 

（三）《项目公司股东协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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