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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1-045 

债券代码：128107         债券简称：交科转债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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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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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的生产经营计划，预计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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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0,228.29 万元。去年同类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 1,750,110.62万元。 

（二）预计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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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347,538.98  39,563.85  117,305.95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157,337.18  9,863.55  91,617.80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71,415.94  11,110.42  45,913.28  

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

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18,592.75  4,828.33  15,475.28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 
5,092.98  257.52  11,417.59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6,188.08  552.30  8,17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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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0.00  0.00  2,958.93  

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2,625.00  0.00  2,230.60  

浙江省商业物资有限

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47.25  47.25  1,696.50  

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5,330.70  0.00  1,464.56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

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3,357.09  240.71  557.71  

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 
134.73  6.04  128.49  

丽水浙交新能源有限

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0.00  0.00  11.18  

浙江省商业工业有限

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0.00  0.00  4.73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市场价 0.00  0.00  1.84  

小计 617,660.68  66,469.97  298,960.87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设计费、

检测费 
市场价 1,449.00  1.05  2,300.30  

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物业费、

水电费 
市场价 935.90  67.02  830.16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接 受 劳

务 
市场价 385.92  93.65  359.19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信 息 服

务、机电

工程 

市场价、公

开招投标 
6,077.81  2,900.56  239.72  

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车 辆 租

赁 
市场价 15.75  0.00  4.30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费 市场价 0.00  0.00  0.12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保险费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2,278.29  10.50  816.03  

浙江交投大唐智慧产

业有限公司 

采 购 材

料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47.63  11.91  0.00  

浙江浙交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检测费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54.44  39.95  0.00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水电费 市场价 20.34  20.34  17.33  

小计 11,265.08  3,144.98  4,5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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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286,502.53  47,125.93  281,899.87  

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

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23,230.29  33,841.50  149,914.42  

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261,736.86  88,877.46  194,207.65  

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88,933.70  20,229.90  130,680.58  

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857.93  1,018.63  127,438.32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检测

服务 

公开招投

标 
47,272.50  10,450.00  49,614.66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

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8,450.77  6,708.37  44,212.64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9,074.93  0.00  43,457.87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7,700.00  5,170.00  41,186.13  

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08,919.80  15,209.70  36,030.70  

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60,500.00  9,095.90  34,635.12  

德清县德安公路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24,115.15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35,749.24  4,736.42  20,820.79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40,485.50  6,460.30  15,677.16  

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25,604.54  1,674.76  13,893.18  

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5,836.36  1,296.08  11,780.02  

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311.93  0.00  9,899.89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设计 

公开招投

标 
24,528.13  540.28  9,893.18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

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942.02  305.22  4,815.09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8,559.43  73.73  4,6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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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8,918.15  165.00  4,246.27  

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设计 

公开招投

标 
4,923.95  322.25  4,116.25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0,218.63  407.00  3,321.86  

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工程

施工 

公开招投

标 
736.78  351.78  3,228.38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提供

劳务 

公开招投

标 
2,194.90  294.91  2,769.14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194.81  103.37  2,186.25  

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设计 

公开招投

标 
2,506.49  98.55  2,162.08  

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3,390.03  511.33  2,018.34  

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5,704.39  45.10  1,837.28  

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

程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347.60  94.60  890.12  

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702.08  

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

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2,522.94  1,617.85  546.04  

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089.32  312.29  478.80  

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

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80.44  0.00  293.48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51.23  3.93  86.53  

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42,686.55  0.00  0.00  

浙江杭金衢柯桥联络

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16,500.00  0.00  0.00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

工 

公开招投

标 
653,394.61  55,647.81  103,452.05  

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工程养

护 

公开招投

标 
3,606.06  445.76  3,001.73  

小计 1,918,363.34  313,235.71  1,384,122.39  

向关联 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 提供劳 公开招投 1,305.82  876.82  16,8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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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

劳务  

限公司 务 标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20,536.06  1,008.70  10,610.38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12,893.10  774.40  5,968.49  

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1,927.20  151.80  5,524.91  

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8,174.69  922.40  2,193.85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2,269.30  29.70  1,952.43  

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9.35  0.00  1,624.64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0.00  0.00  1,254.71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市场价 
474.17  118.54  1,196.34  

浙江交投浦新矿业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1,113.70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38.50  27.50  637.63  

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

路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990.00  2.20  288.34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

司 

提供劳

务 
市场价 88.00  0.00  75.75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3.21  

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2.15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劳

务 

公开招投

标 
0.00  0.00  1.29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市场价 0.00  0.00  1,380.63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市场价、公

开招投标 
24,233.00  559.90  11,734.65  

小计 72,939.19  4,471.96  62,460.21  

 合计  2,620,228.29  387,322.62  1,750,1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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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0年实际发生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联

人采

购原

材料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17,305.95  

444,900.00  

6.70% 
向关联方采购

原材料的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

额为

298,960.87万

元，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实

际发生额

4567.15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的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额

1,384,122.39

万元，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实际

发生额

62460.21万

预计金额

为 2019年

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

过的日常

关联交

易，具体

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8日披

露于巨潮

资讯网

《关于公

司 2020年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91,617.80  5.24% 

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45,913.28  2.62% 

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5,475.28  0.88%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 

11,417.59  0.65%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8,176.43  0.47% 

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2,958.93  0.17% 

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2,230.60  0.13% 

浙江省商业物资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696.50  0.10% 

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464.56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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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557.71  0.03% 元，合计

1,750,110.62

万元，与预计金

额 2,162,890

万元的差异为

-19.08%。 

的公告》 

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 

128.49  0.01% 

丽水浙交新能源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1.18  0.00% 

浙江省商业工业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4.73  0.00% 

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

限公司 
采购材料 公开招投标 

0.00  0.00%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 

1.84  0.00% 

 接

受关

联人

提供

的劳

务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设计费、检测费 市场价 

2,300.30  

47,590.00  

0.34% 

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 
物业费、水电费 市场价 

830.16  0.12% 

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359.19  0.05%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信息服务 市场价、公开招投标 

239.72  0.04% 

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车辆租赁 市场价 

4.30  0.00%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培训费 市场价 

0.12  0.00%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培训费 市场价 

0.00  0.00%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保险费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816.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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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公开招投标 0.00  0.00% 

浙江交投浦新矿业有限公

司 
采购材料 市场价、公开招投标 

0.00  0.00%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0.00  0.00% 

浙江交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土地租费 市场价 

0.00  0.00%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水电费 市场价 

17.33  0.00% 

 向

关联

人销

售产

品、

商品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81,899.87  

1,585,800.00  

7.67% 

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49,914.42  4.08% 

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94,207.65  5.29% 

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30,680.58  3.56% 

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27,438.32  3.47%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检测

服务 
公开招投标 

49,614.66  1.35%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4,212.64  1.20%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3,457.87  1.18%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1,186.1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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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36,030.70  0.98% 

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34,635.12  0.94% 

德清县德安公路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4,115.15  0.66%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0,820.79  0.57%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5,677.16  0.43% 

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3,893.18  0.38% 

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1,780.02  0.32% 

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9,899.89  0.27%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设计 公开招投标 

9,893.18  0.27%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

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815.09  0.13%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613.29  0.13% 

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246.27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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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设计 公开招投标 

4,116.25  0.11%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3,321.86  0.09% 

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工程

施工 
公开招投标 

3,228.38  0.09%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提供

劳务 
公开招投标 

2,769.14  0.08% 

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186.25  0.06% 

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设计 公开招投标 

2,162.08  0.06% 

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018.34  0.05% 

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837.28  0.05% 

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890.12  0.02% 

浙江新昌南互通投资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702.08  0.02% 

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546.04  0.01% 

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478.80  0.01% 

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293.48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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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86.53  0.00%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0.00  0.00% 

浙江杭温铁路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0.00  0.00%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公开招投标 

103,452.05  2.82% 

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投标 

3,001.73  0.08% 

 向

关联

人提

供劳

务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提供

劳务 
市场价、公开招投标 

11,734.65  

84,600.00  

0.32%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产品

销售 
市场价 

1,380.63  0.04% 

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 

16,897.11  0.46%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工程养护、设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0,610.38  0.29%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工程

养护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5,968.49  0.16% 

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 

5,524.91  0.15% 

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2,193.85  0.06%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952.4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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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624.64  0.04% 

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

司 
工程养护、设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254.71  0.03%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市场价 

1,196.34  0.03% 

浙江交投浦新矿业有限公

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投标 

1,113.70  0.03%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

司 
劳务服务 公开招投标 

637.63  0.02% 

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公开招投标 

288.34  0.01%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 劳务服务 市场价 75.75  0.00% 

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投标 

3.21  0.00% 

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

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投标 

2.15  0.00% 

浙江高速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 
工程养护 公开招投标 

1.29  0.00% 

      合计 1,750,110.62  2,162,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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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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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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总资产 2144.74亿元，净资产 1035.6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51.28亿元，净利

润 48.48亿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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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连续十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连续八年列全国道路运输、城市公交及辅助服务业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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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市心北路 857号 318室  

法定代表人：叶楠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CD8W16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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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18年 7 月 20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收费、维护、管理，汽车清障施救，

物资租赁（除易燃易爆、剧毒危化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销售，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除网络广告）以

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仓储，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与润滑脂、卷烟、食品、

书刊的零售，餐饮服务，汽车清洗，汽车快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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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18.09亿元，净资产 13.5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绍甬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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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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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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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66.00亿元，净资产 40.0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宣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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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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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7号明创大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炎 

注册资本：4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2AE90W2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9 月 14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项目沿线交通设

施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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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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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 73.79亿元，净资产 50.0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

净利润 0.00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

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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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白云大道 333号  

法定代表人：杨献文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9R5GL3L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12 月 29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收费、维护、管理(上述范围未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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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等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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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金融业务);汽车拯救与清洗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设备租赁;

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销售;交通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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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12.97亿元，净资产 11.9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义东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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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河韵路 88号 1幢 4003室  

法定代表人：王恒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CN5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7 月 17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与维护管理，汽车拯救与清洗服务，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建筑材料、文化用品、花卉的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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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69.47亿元，净资产 34.2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景文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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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7、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越秀南路 968号工贸大楼 3楼 309室 

法定代表人：叶楠 

注册资本：85,821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 9 月 4日 

经营范围：嘉兴至萧山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养护和营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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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总资产 24.13亿元，净资产 8.5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

利润 0.00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嘉兴市

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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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 928号 

法定代表人：吴德兴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470040234R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1993年 11 月 23日 

经营范围：公路行业、水运行业、市政公用行业、建筑行业、水利行业的规

划、科研、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综合类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的勘查、设计、评估，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程测绘，开展

对外经济合作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工程材料试验，工程检测（上

述业务范围涉及资质证书的，凭有效证书经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图文制作，土工材料试验，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监理，建筑工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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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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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 44.47亿元，净资产 12.9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1.46亿元，净利润

3.78亿元。 

关联关系：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数智交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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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 669号尚品国际商务楼 1001-4  

法定代表人：王恒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MA2AR0HY37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02 月 20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收费、维护、管理；广告制作与发布；清

洗、施救与清障服务以及相关配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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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10.01亿元，净资产 10.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0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温州瑞平苍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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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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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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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MA28K5676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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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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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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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

司总资产 151.18亿元，净资产 65.7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20亿元，净利润-0.51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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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履约能力：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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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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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华南路 13号院 10号楼 15 层 1501A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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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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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食用农产品、新鲜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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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销售食品；销售第Ⅲ类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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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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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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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总资产 31.66亿元，净资产 8.2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9.51亿元，净利润 0.95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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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履约能力：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为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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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天汇园星云地带 1 幢 2303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804962021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10 月 18日 

经营范围：成品油的零售（限分支机构凭有效《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具体范围详见证书）。 高速公路的投资、

管理，润滑油、日用品的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78.17亿元，净资产-7.0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2.42亿元，净利润 1.64

亿元。 

关联关系：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诸永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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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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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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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49821775J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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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总资产 75.55 亿元，净资产 18.78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23 亿元，净利

润-0.63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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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履约能力：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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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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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投资、上市） 

成立时间:1997年 3 月 1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

餐饮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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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拖车、求援、清

障服务；洗车服务；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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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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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总资产 264.80亿元，净资产 126.7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9.70亿元，净

利润 25.69亿元。 

关联关系：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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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沪杭甬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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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 131号 1209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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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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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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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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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总资产 55.73 亿元，净资产 37.96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58 亿元，净

利润-0.44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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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投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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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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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梅花碑 4号 2号楼 7楼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816,065.656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5年 4 月 8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仓储，物资租赁，建筑

材料、润滑油、润滑脂的销售，汽油、柴油的零售（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66.96亿元，净资产 8.0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5.16亿元，净利润-5.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龙丽丽龙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龙丽丽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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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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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鉴湖 

注册资本:53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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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64.48亿元，净资产 61.18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65亿元，净利润 6.64

亿元。 

关联关系：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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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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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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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 736室  

法定代表人：王炳炯 

注册资本：156,008.773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7614530635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4年 04 月 26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隧道、桥梁的投资、建设、经营、维护、

管理、施救清障、清洗及收费服务；货物仓储（除化学危险品）；物业管理服务；

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润滑油的销售；国内陆路货物运输代理；房屋、设备租

赁；广告服务；旅游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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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日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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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总资产 62.82 亿元，净资产 20.0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72 亿元，净利

润 0.92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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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甬

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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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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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234564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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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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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7.10亿元，净资产 37.3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1亿元，净利润-0.08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临金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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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号 809 室  

法定代表人：张科 

注册资本：17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8年 7 月 13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与维护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品),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车辆救援服务,建材、文化用品、花木的销售,经济

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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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141.55 亿元，净资产 22.5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2.84 亿元，净利

润-4.07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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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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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21、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玲珑街道夏禹桥 29号  

法定代表人：朱益民 

注册资本：310,185.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682917122X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12 月 22日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及经营管理;建筑材料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28.96亿元，净资产 22.5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60亿元，净利润 0.08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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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徽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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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 198号 A-B102-1184室  

法定代表人:袁仁军 

注册资本: 67,443.631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12108626U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1999年 4 月 12日 

经营范围: 矿产品、金属材料、贵金属制品、建材、非危险及监控的化工产

品、通用设备及零配件、建筑专用设备及零配件、电气机械、五金产品、仪器仪

表、橡胶及制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电子商务平台的研发，供应链管理，以自有资金进行矿产资源、出租汽

车业、餐饮娱乐业、汽车销售租赁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仓储物流服务（不

含危险品和监控品），货运代理，合同能源管理，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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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废弃资源综合利用，金属材料剪切加工和配送，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销售，

交通安全设施产品的生产、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提供机械设备、自有房屋

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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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103.87 亿元，净资产 23.3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99.22 亿元，净利润

2.76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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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履约能力：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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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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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 

注册资本:145,248.3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50174422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年 8 月 10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公路工程建设及养护管理、检测、技术服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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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的销售，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租赁、销售、维修，石料、矿产

品、燃料油（不含成品油）、沥青、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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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管片、地铁轨枕板、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混凝土制品、水泥

预制构配件的研发、技术服务、销售，养护用沥青、水泥混凝土、地铁管片的加

工，从事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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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28.24亿元，净资产 16.9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2.86亿元，净利润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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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交通资源投资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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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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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6.933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807155190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9 月 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新

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轨道交通

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节能管理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应用服

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仓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再生资源

回收；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汽车租赁；物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木材采运；木材加工；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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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国营

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电

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

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城市配送运输

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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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总资产 22.77 亿元，净资产 10.6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11.15 亿元，净利润

0.52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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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中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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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 56号 1号楼 7楼 729室   

法定代表人：汤燊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MA27U06Y7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6年 09 月 19日 

经营范围：食品的销售（凭许可证经营），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日用百货、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

化学品）、初级食用农产品、机电设备、建筑及装饰材料、矿产品、煤炭（无储

存）、焦炭、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电缆、交通安全设施产品、铁路专用设备

及器材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软件开发，物业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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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总资

产 13.14亿元，净资产 3.2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8.54亿元，净利润 0.02亿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浙商琨润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浙商琨润有限公司为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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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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丽新畲族乡西圩村 1号 

法定代表人：周奇 

注册资本：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2MA2A1B9U8T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01 月 16日 

经营范围：建筑用石料露天开采；石料加工；建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环保设备、交通设施批发、零售；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修；矿产开采领域

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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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

总资产 3.51 亿元，净资产 1.1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44 亿元，净利润 0.49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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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丽新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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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嘉兴市王店沪杭高速公路嘉兴管理处内 

法定代表人：徐刘松  

注册资本：35,92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704412783Q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11 月 28 日经营范围：沪杭高速公路（嘉兴段）建设、

经营、管理；公路养护。下属分公司经营范围为：与高速公路配套的汽车加油；

汽车急救维修清洗；广告服务；旅游服务；餐饮；旅馆；食品、副食品、国产卷

烟、日用百货、服装的零售。（上述项目凡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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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总资产 40.46亿元，净资产 20.5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1.90亿元，净利润

6.26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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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嘉兴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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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人民东路新世纪大厦 2104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337045562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5 年 05 月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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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145.62亿元，净资产 68.9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2亿元，净利润-0.09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温州市文泰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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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晖路 303号 

法定代表人：王以好   

注册资本：15337.889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6520967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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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07 月 22 日经营范围：交通机电系统集成技术、信息技

术的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开发、销售、施工，计算机

系统工程、信息系统工程及公路配套系统工程设计、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建

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销售，

防雷系统设计与安装。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总资产 9.95 亿元，净资产 3.0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4.72 亿元，净利润

0.55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高速信息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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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下王镇溪后村公共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周权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MA2BGHRD2E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2 月 21 日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采选（具体内容以有效

经营许可证为准）；石料加工；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

机械设备、环保设备、交通设施；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维修；矿产开采领域

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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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

总资产 3.64 亿元，净资产 0.87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55 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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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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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嵊兴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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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东迹三巷 69号   

法定代表人：范雪强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3MA28FWMK06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4 月 28 日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

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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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 4.31 亿元，净资产 1.2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12 亿元，净利

润 0.0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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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衢江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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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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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科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1344076826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5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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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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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40.03 亿元，净资产 41.1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2 亿元，净利润-0.1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

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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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92号 479室  

法定代表人：杨栋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369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6年 03 月 17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技术

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分布式交流充电桩销售；

机动车充电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集中式快速充电站；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在线能源

监测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股权投资；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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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燃气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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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总资产 6.98亿元，净资产 2.4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69亿元，净利润 0.2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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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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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浙江交投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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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山潭东堠社区(甬舟高速金塘收费站旁)  

法定代表人：吴向阳   

注册资本：3606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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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公路管理与养护；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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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建筑工程机

械与设备租赁；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

广告设计、代理；建筑材料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日用百货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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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许可项目：危险化学

品经营；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

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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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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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

总资产 88.57亿元，净资产 20.0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23亿元，净利润-1.68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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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为浙江申嘉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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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瓯路 1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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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金文勇   

注册资本：13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6018182L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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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总资产 16.68 亿元，净资产 15.4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4.15 亿元，净利润

1.19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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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金华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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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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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5007099XW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5年 07 月 23日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

含危险货物）；音像制品制作；出版物零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食

品经营（销售散装食品）；货物进出口；旅游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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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站

经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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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园区管理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供应链管理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金属材料

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销售；针纺

织品及原料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专用化

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

质成型燃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

系统及部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铁路运输设

备销售；高铁设备、配件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软件销售；消防器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

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农副产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水产品批发；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招投

标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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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总资

产 8.04 亿元，净资产 3.0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7.94 亿元，净利润-0.02 亿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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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门鹿山  

法定代表人：张科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07613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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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04 月 21 日经营范围：公路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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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许可证或资质证的

凭证经营）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总资产 39.37 亿元，净资产 29.15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16 亿元，净利润

5.06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宁高速

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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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白鹤镇财贸路 23 号  

法定代表人：李鹏   

注册资本：16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3MA2DXHA619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经营范围：沥青混合料生产、加工、销售；

工程机械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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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司

总资产 0.44 亿元，净资产 0.1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47 亿元，净利润 0.03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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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富台建材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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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司前街 255号 2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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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林智   

注册资本：7973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2MA28KNCB6P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 07 月 12日经营范围：建筑用石料露天开采；石料加工；

建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环保设备、交通设施销售；建筑工程机械及设备租

赁、维修；技术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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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总资

产 40.79 亿元，净资产 8.06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9.27 亿元，净利润 1.93 亿元

（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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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投

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交投矿业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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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七星街道湘家荡大道 3078 号 320 国道七星收费

站房屋  

法定代表人：徐刘松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724506007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0年 07月 13日经营范围：320 国道嘉兴境内段（不包括嘉兴

过境段）、07 省道一级公路的投资建设、营运管理；公路沿线服务设施的投资

开发和经路政部门批准的广告牌租赁。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总资产 0.50 亿元，净资产-0.3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24 亿元，净利润-0.3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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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嘉兴公路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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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环城西路 89号武林大厦 1层(东侧第一间除外)、

2-7层、14层 1408室  

法定代表人：陈敏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912654378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2009 年 06 月 25 日经营范围：经营保险业务（范围详见《保险

公司法人许可证》）。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68.74亿元，净资产 9.14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2.54亿元，净利润 0.26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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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浙江省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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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西海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王任勇   

注册资本：5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25545593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0 年 09 月 20 日经营范围：建设、经营徽杭高速公路安徽段

及配套设施（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前置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除外）。建材、五金、

交电、日化、汽车配件销售。投资、广告经营；（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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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加工和销售公路用各规格碎石。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总资产 17.22亿元，净资产 4.37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02亿元，净利

润-0.24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沪杭甬高

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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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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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白云街道智慧大道 1号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71153.6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0558637588Q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0 年 07 月 16 日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收费、维

护、管理；建筑材料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道路清障服务；

自有光缆设施、房屋租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文具用品、五金交电、花卉、

水果零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86.46亿元，净资产 16.9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22亿元，净利润-5.51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新景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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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 186号 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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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3417.7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69249381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05 月 28 日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护

与运行管理，汽车救援（不含修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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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

路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49.90 亿元，净资产-7.7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59 亿

元，净利润-5.43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

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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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彭村村 702 号  

法定代表人：范雪强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02MA28FYXH1L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5 月 17 日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

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

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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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 3.93 亿元，净资产 0.9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6 亿元，净利

润 0.0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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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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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柯城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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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洲街道新二路 13号   

法定代表人：范雪强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5MA29T98Q5B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7 年 07 月 20 日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建设、

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

备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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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 2.87 亿元，净资产 0.7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16 亿元，净利

润 0.06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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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龙游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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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海宁市钱江西路 178号钱江大厦 1603室   

法定代表人：董卫国   

注册资本：68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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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13 日经营范围：城际铁路的建设、投资、开发及

运营服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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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10.44亿元，净资产 68.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44亿元，净利润 0.00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杭海城际铁路

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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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人民东路新世纪大厦 2104室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29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098140094Y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4 年 0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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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制作与发布。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71.58亿元，净资产 26.71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56亿元，净利润-2.33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温州市瑞文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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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双塔街道江滨北路 1号  

法定代表人：范雪强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81MA29T4630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6 月 16 日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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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建工程的投资、开发；商品混凝土、建筑材料

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公路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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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 0.80 亿元，净资产 0.1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4 亿元，净利

润 0.0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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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江山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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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 303号   

法定代表人：蔡红梅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91290763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9 年 06 月 26 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

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住房租赁；酒店管理；家政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建筑物清洁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气

设备修理；销售代理；日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城市绿化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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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

目：保安服务；保安培训；餐饮服务；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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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总资产 0.29 亿元，净资产 0.1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60 亿元，净利润 0.02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交投地产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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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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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浙江浙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浙江省交投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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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芹阳办事处江滨中路 6号三楼  

法定代表人：范雪强    

注册资本：7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824MA29T0QL4F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05 月 24 日经营范围：交通建设工程、城市基础设施、

园林绿化工程、机电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发；建筑材料（不含危化品）

销售；机械设备维修、租赁；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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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

有限公司总资产 1.30 亿元，净资产 0.3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6 亿元，净利

润 0.02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资源

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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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衢州开化沿江美丽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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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南浦路  

法定代表人：于群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1095168534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4 年 03 月 20 日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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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区经营（限分支机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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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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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总资产 95.49亿元，净资产 35.4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54亿元，净利润-3.56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乐清湾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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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吟街 108号 426 室  

法定代表人：叶建龙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22981681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4年 10月 08日经营范围：检测技术服务，安全评价、检测、

检验（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软硬件、工程设备、检测设备的研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公路工程、物联网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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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总资产 0.72 亿元，净资产 0.4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74 亿元，净利润

0.14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数智交院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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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省交通集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为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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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57号 7 层 7023室  



 

 - 48 - 

法定代表人：李骏   

注册资本：107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19443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8 年 01 月 02 日经营范围：服务：三通道南接线工程经营，

三通道南接线工程建设、管理，承接公路养护工程，公路配套设施的技术开发，

国内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广告）。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

公司总资产 68.49 亿元，净资产 19.2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10 亿元，净利润

-3.21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宁波甬台温高

速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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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杭州三通道南接线工程有限公司为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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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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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力   

注册资本：1162622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341792982H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5月 11日经营范围：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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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总资产 275.36亿元，净资产 114.4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0.06亿元，净利润-0.14

亿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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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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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履约能力：杭州都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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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街道机场路里街 48号 4-7层  

法定代表人：邓大庆   

注册资本：22040.816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5143Q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98 年 07 月 01 日经营范围：石油、石油化工产品的储存和销

售，汽油、煤油（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柴油的批发（凭《成品

油批发许可证》经营），定型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分支机构），

住宿、餐饮（限分支机构），汽油、柴油的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高等级

公路及其他公路，道路沿线加油站的投资、建设、经营和配套服务，培训服务，

会议服务，物业管理，日用百货、润滑油的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汽车清洗，

通讯设备的销售，办公设备的维修，房屋租赁，招标代理，食品生产（凭许可证

经营），食品经营（凭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橡塑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

帽、家具、工艺美术品、计算机软硬件、家用电器的零售，会展服务，文艺活动

的组织策划，实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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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限公司

总资产 18.55亿元，净资产 8.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1.80亿元，净利润 5.83

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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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

速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履约能力：浙江高速石油发展有限公司为浙江省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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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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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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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明珠国际商务中心 2号楼 8层   

法定代表人：钱文海   

注册资本：523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56876028L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11 月 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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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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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23亿元，净资产 68.1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8.69亿元，

净利润 6.33亿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浙江交通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规定，浙江省

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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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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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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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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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关于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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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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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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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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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 

（二）独立意见 

1.公司制定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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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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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浙商证券认为： 

浙江交科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上述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江交科《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等交易为公司日

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

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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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损害公司及公司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东兴证券、浙商证券对浙江交科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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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交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