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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编号：临 2022-03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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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概述：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会同山东

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向山东高

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集团”）增资 11.60 亿元，其中

公司增资 5.916亿元，高速集团增资 5.684 亿元。 

 因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持有轨道交通集团 49%的股权，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高速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累计发生关联

交易 8次(含本次)，金额共计 42.51亿元。 

 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本次交易标的为股权，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货运

铁路运营，受国家和区域宏观经济影响明显。此外，货运量受制于宏观经济周期

变化、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进而影响公司收益。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铁路板块持续健康经营发展，做大、做强“大交通”产业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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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会同高速集团按照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向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轨道交通集团”）增资 11.60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 5.916 亿元，

高速集团增资 5.684 亿元。 

因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持有轨道交通集团 49%的股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高速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审议程序 

2022 年 6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临时）以现场会议

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会同高

速集团以现金方式向轨道交通集团增资 11.6 亿元，其中公司增资 5.916 亿元，

高速集团增资 5.684 亿元。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赛志毅、副董事长

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已于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会议上就

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交易外，公

司与同一关联人高速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持有轨道交通集团 49%的股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高速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7178107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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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周勇 

成立日期：1997 年 7月 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90,000万元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

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沿线配套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物流及相

关配套服务；对金融行业的投资与资产管理（经有关部门核准）；土木工程及通

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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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人结构：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资比例 70%；山东

国惠投资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20%；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出资比例 10%。 

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1年 12 月 31 日 2022年 3月 31日 

资产总计 113,918,464.81 118,653,775.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84,314.96 30,616,443.92 

 2021年度 2022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0,083,604.27 4,137,546.52 

净利润 1,124,137.79 214,848.76 

注：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公司与关联方高速集团共同投资。 

（二）交易标的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1407627XH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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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4 年 3月 11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666 号三庆齐盛广场 2 号楼 17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5,275.5043万元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设施的投资和运营管理;铁路客货运输;货物装卸;铁路

运输设施的修理;铁路工程施工;铁路运输设备及配件销售、维护管理;专用铁道

及铁路专用线代营服务;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铁路货运代理;轨

道交通技术开发、服务、产品销售;轨道交通信息服务、业务咨询;专业设备、货

物、技术进出口;铁路沿线附属资源的综合开发、经营;建筑材料生产与销售;煤

炭、石料、焦炭、沙石、建材、普通矿石、铁路运输设备配件、普通电器机械设

备、钢材、钢轨、木材、办公用品、沥青、燃料油、粮食、饲料、农产品、铁矿

砂及其精矿的销售;矿山隧道设备和相关材料销售;合金、冶金材料销售;轨道交

通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房地产租赁经营;工程监督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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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资方式及轨道交通集团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公司及高速集团均以现金方式增资。增资前后轨道交通集团股权结

构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出资额（万元） 比例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30,190.5072 51% 189,350.5072 51%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125,084.9971 49% 181,924.9971 49% 

合计 255,275.5043 100% 371,275.5043 100% 

3、轨道交通集团的董事会及人员安排 

轨道交通集团设立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委派 4 名董事,高速

集团委派 2名董事，1名职工董事。 

4、权属状况说明 

轨道交通集团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轨道交通集团运营情况 

轨道交通集团拥有益羊铁路管理处、岚山管理处、大莱龙铁路公司、寿平铁

路公司、临港疏港轨道公司 5家铁路运输单位，开通运营益羊铁路、坪岚铁路、



 

第 5 页 共 9 页 

大莱龙铁路、临港疏港铁路等 5条地方铁路，运营里程 389公里；拥有铁建装备

公司、交通装备公司 2家产品制造单位，主要从事高端混凝土产品（主要为高铁

轨道板）制造和销售；拥有鲁铁实业公司、瑞源物流公司 2家经贸物流单位，主

要为铁路辐射范围内企业及产业链上企业提供物流服务和资源开发业务；拥有济

南工程分公司、鲁道工程公司 2家施工单位。设铁路工程质量监督站，主要负责

省内铁路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截至目前，轨道交通集团已形成了集铁路运输、产

品制造、资源开发、建设施工四大经营板块于一体的多元化经营格局。 

6、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2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1,139,412.80 1,199,722.67 

总负债 683,649.74 733,029.58 

净资产 455,763.06 466,693.09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433,795.58 84,552.29 

利润总额 50,500.97 14,191.63 

净利润 34,699.66 10,405.76 

注：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根据相关情况核查，轨道交通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 

本次交易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遵循股权比例同比例出资，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出资金额全部计

入轨道交通集团注册资本，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控股公司轨道交通集团增资，主要是为了支持铁路板块持续健康

经营发展，夯实控股铁路自管自营基础。国家相继出台的“蓝天保卫战”、“公转

铁”等环保政策，对铁路运输及配套产业发展形成重大利好。铁路行业经营期限

无政策限制，增资轨道交通集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铁路版块业务规模，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同时可促进控股铁路经营状况改善以及运维水平的提升，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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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大交通”产业战略布局。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不会导致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六、存在风险及解决措施 

（一）营收不达预期风险 

从轨道交通集团主营构成来看，铁路运输版块营收增长较为缓慢，施工版块、

资源开发等其他版块规模较小，企业发展存在后劲不足的风险；另外，轨道交通

集团存在多个在建工程项目以及拟建项目，未来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压力。 

应对措施：加快铁路项目更新改造及新线建设，稳固铁路运输业务发展根基；

大力发展商品销售业务，持续壮大轨道交通产品、矿产品等制造、销售业务规模，

支持多元化发展；整合优势，开发沿线资源；强化财务管控，助力降本增效。 

（二）安全生产风险 

轨道交通集团的主要业务为铁路运输和轨道交通产品销售，安全生产危险源

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   

应对措施：扎实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加强安全管理督导；消除铁路沿线

环境安全隐患，提升铁路安全生产水平；推进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提升安全监管

水平。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6月 1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临时）以现场会议

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在董事会上，公司董事

长赛志毅、副董事长吕思忠、董事张晓冰、董事梁占海、董事隋荣昌为关联董事，

均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交易价格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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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议案及相关资料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交易行为公允，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

参与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向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高速集团累计发生关联交

易 7次（不含本次），金额共计 36.29亿元。进展情况如下： 

1、2021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38.93%股权的议案》,会议同意，

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受让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持

有的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高速”）内资股股份 77,850

万股，评估值为 169,457.48 万元，扣除 2021 年 8 月 30 日齐鲁高速向高速集团

派息 14,013 万元对股份价值的影响后投资总额为 155,444.48 万元。2021 年 10

月 29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齐鲁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38.93%股权的议案》；2021年 11月 10日，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按照《股份转让协议》支付全部转让款；2021

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齐鲁高速（1576.HK）

778,500,000股股份《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收购标的股份已经完成过户登记。 

2、2021年 11月 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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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签署 ETC 服务协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与山东高速信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信联公司”）签署《ETC 服务协议》，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参照同行业同类服务的收费标准和水平，公司按照山东省

内高速公路 ETC 通行费拆账收入的 0.9%向信联公司支付服务费，具体拆账收入

金额以山东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机构的通行费拆账报表为准。预计

2021年度服务费约 4,000万元，三年服务费约 14,000万元。 

3、2021年 12月 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签署委托

管理协议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山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发展公司”）和山东高速

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管理集团”）各项目公司签署《委托管

理协议》，分别委托管理上述主体所属京台高速泰枣段、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

潍日高速连接线（G1815）、烟海高速；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枣临

高速；鄄荷高速、龙青高速、潍日高速、高广高速、泰东高速、临枣至枣木高速、

潍日高速连接线(S16)。托管费用分别为高速集团 2021 年 2.757 亿元，2022 年

3.138 亿元；公路发展公司 2021 年 1.457 亿元，2022 年 1.534 亿元；建设管理

集团合计 2021 年 2.175 亿元，2022 年 2.289 亿元。托管期限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4、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与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宣

传合同》，广告宣传费 2,700万元。 

5、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取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G20

青银高速济南到青岛段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租赁费 2,600万元。 

6、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了《关于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设立鲁桥金程合伙企业的

议案》，同意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畅赢金程”）

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路桥股份”）下属公司济南

山高日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投资”）、中国山东高速金融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高金融”）下属公司山高（深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高深圳”）共同发起设立山高鲁桥金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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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鲁桥金程合伙企业”）。鲁桥金程合伙企业总体规模 8.01 亿元，其中畅赢

金程拟认缴出资 4亿元，担任有限合伙人；山高深圳拟认缴出资 4亿元，担任有

限合伙人；日昇投资拟认缴出资 100万元，担任普通合伙人；2022年 1月 28日，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设立鲁桥金程合伙企业的议案》；2022 年 1 月 28 日，鲁桥金程

合伙企业完成设立；2022年 3月 24日，畅赢金程完成实缴出资 2.94 亿元；2022

年 3月 28，鲁桥金程合伙企业完成对外投资 5.87亿元；  

7、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齐鲁高速”）与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东高

速土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土地发展公司”）签署《济广高速公路济

南至菏泽段改扩建项目补充耕地指标调剂服务合同》，耕地指标调剂价款总金额

(含税)为 1.768 亿元。该合同为齐鲁高速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新 2021 至 2023年度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项下的交易，框架协议 2022年度上限金额为 2亿元。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