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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12       股票简称：皖通高速        编号：临 2022-013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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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本次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关联交易

各项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经

与会5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公司关联董事项小

龙、杨晓光、陶文胜和陈季平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预计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交易定价客

观、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预计发生的关联交

易，并发表了书面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核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告中涉及公司简称的释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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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控集团 指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联公司 指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安庆大桥公司 指 安徽安庆长江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望潜公司 指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芜雁公司 指 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溧广公司 指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扬绩公司 指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合枞公司 指 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邦宁物业 指 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速石化 指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 

驿达公司 指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招商 指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资本 指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控建设 指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 指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皖通小贷 指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交控金石 指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速地产 指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交运集团 指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总院 指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 指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七星工程 指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中兴监理 指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交控工程 指 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安徽省高路建

设有限公司 

环宇公司 指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交控信息产业 指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经工集团 指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传媒 指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 

联网公司 指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 

一卡通公司 指 安徽交通一卡通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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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单位：万元） 

委 

 

托 

 

管 

 

理 

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受托管理

部分路段及相关站点 

安徽交控集团 979.01 923.59 

安联公司 62.00 58.49 

安庆大桥公司 15.14 14.28 

望潜公司 15.00 14.15 

芜雁公司 5.00 4.72 

溧广公司 11.00 10.38 

扬绩公司 22.00 20.75 

为我公司提供皖通 

园区物业管理服务 
邦宁物业 375.00 324.33 

 小计 1,484.15 1,370.69 

 

 

 

 

 

租 

 

赁 

 

业 

 

务 

 

我公司提供皖通园区

房屋租赁 

安徽交控集团 579.32 546.47 

交控建设 177.08 168.24 

驿达公司 94.65 90.14 

安联公司 58.50 58.65 

高速石化 52.43 52.33 

融资租赁 44.22 42.11 

交控资本 33.29 32.94 

交控招商 10.49 9.99 

交控金石 10.49 9.99 

皖通小贷 22.29 21.23 

望潜公司 2.88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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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宁物业 2.88 1.83 

设计总院分公司 0.70 0.67 

高速公路服务区租赁 驿达公司 1,087.39 1035.61 

高速公路加油站租赁 高速石化 2,830.44 2820.52 

土地租赁 宣城交投 50.00 50.00 

场地租赁及会务 高速地产 60.00 65.33 

 小计 5,117.05 5,008.79 

商品采购 

交运集团 

下属子公司 
868.67 679.13 

驿达公司分公司 267.44 51.79 

经工集团 

下属子公司 
27.13 0.68 

小计 1,163.24 731.60 

接受劳务 驿达公司 137.23 0 

设计、检测及其他工程业务 

设计总院 

及其子公司 
1,647.26 1,405.49 

检测中心 366.40 216.38 

七星工程 173.00 35.04 

交控工程 

（原高路建设） 
25,038.00 12,333.25 

环宇公司 2,270.00 0 

经工集团 12,509.85 1,975.43 

交控信息产业 1,973.10 680.47 

高速传媒 

及其子公司 
304.21 304.59 

中兴监理 188.95 47.99 

小计 39,825.77 16,998.64 

联网

收费

业务 

接受联网收费路网 

运行服务 

联网公司 862.50 787.22 

一卡通公司 1237.50 1236.42 

接受联网收费管理 

平台升级改造服务 
联网公司 253.00 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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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上年预计金额包括九届六次、九届十三次及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  

2、工程业务类小计金额为减去重复预计的金额。 

 

（三）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2022 年度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人民币 54,089.37

万元（包括本年度预计新增费用及往年签署并延续至本年度需结算的费用），其中

委托管理类预计为人民币 1,610.5 万元，租赁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4,941.29 万元，

商品采购类预计为人民币 1,349.56 万元，车辆维修类预计为人民币 43.99 万元，工

程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43,644.03 万元，联网收费业务类预计为人民币 2,500 万元。 

 小计 2,353.00 2,253.95 

合计 50,080.44 26,363.27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 2022

年度预计

金额（单

位：万

元）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单

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备注 

 

 

 

 

 

 

 

 

委 

 

托 

 

本公

司及

其子

公司

受托

代管

部分

路段 

安徽交控

集团 
1,034.00 258.00 923.59 

代管路段：合巢芜

高速、界阜蚌高

速、合安高速、马

鞍山大桥、望东长

江公路大桥等共计

3,375.9 公里的公路

及桥梁 

合同名称：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安联公司 62.00 15.50 58.49 

代管路段：京台高

速合徐南段 112.5

公里及黄祁高速

102.2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安联公司与本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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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望潜公司 15.00 3.75 14.15 

代管路段：济广高

速望东大桥北岸接

线 50.0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望潜公司与本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芜雁公司 5.00 1.25 4.72 
代管路段：芜雁高

速 16.9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芜雁公司与本公司

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溧广公司 11.00 2.75 10.38 
代管路段：溧广高

速 38.8 公里路段 

合同名称： 

溧广公司与宣广公

司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扬绩公司 22.00 5.50 20.75 

代管路段：溧黄高

速宁绩段 76.3 公里

路段 

合同名称： 

扬绩公司与宁宣杭

公司委托代管协议 

合同期限： 

2021.1.1-2023.12.31 

合枞公司 30 0 0  

为本年新增关联交

易，拟代管路段为

合枞高速，预计本

年内通车 

为本

公司

提供

皖通

园区

物业

管理

服务 

邦宁物业 431.5 107.88 324.33 
接受园区物业管理

服务 

合同名称： 

皖通高科技产业园

区物业管理委托合

同 

合同期限： 

2021.9.1-2024.8.31 

 小计 1,610.50 394.63 1,3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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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赁 

 

业 

 

务 

 

 

我公

司提

供皖

通园

区房

屋租

赁 

安徽交控

集团 
433.46 107.77 546.47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安徽交控集团合同

期限：  

2019.10.1-2022.9.30 

安徽交控集团池州

桥项目办合同期

限： 

2022.1.1-2022.6.30 

安徽交控集团池州

桥接线项目办合同

期限： 

2022.1.1-2022.6.30 

安徽交控集团芜黄

项目办合同期限： 

2022.1.1-2022.6.30 

交控建设 88.54 44.27 168.24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 

2022.1.1-2022.6.30 

驿达公司 69.22 34.61 90.14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多份合

同）： 

2021.5.1-2022.4.30 

2022.1.1-2022.6.30 

安联公司 42.32 15.35 58.65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 

2022.3.1-2022.8.31 

高速石化 18.48 13.50 52.33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多份合

同）： 

2020.5.1-2022.4.30 

2022.1.1-2022.4.30 

2022.3.1-2022.4.30 

融资租赁 22.11 11.06 42.11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 

2022.1.1-2022.6.30 

交控资本 8.33 4.17 32.94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 

2021.7.1-2022.6.30 

交控招商 10.49 2.62 9.99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1.7.1-2023.6.30 

交控金石 6.99 2.62 9.99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2.3.1-20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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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通小贷 5.57 2.79 21.23 
皖通园区房屋、车

位租赁 

合同期限： 

2022.1.1-2022.6.30 

望潜公司 2.40 0.60 2.74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19.11.1-2022.10.31 

交控资源 46.11 0 0 皖通园区房屋租赁 
合同期限： 

2022.1.1-2022.12.31 

高速

公路

服务

区租

赁 

 

驿达公司 

 

1,092.62 273.16 1,035.61 提供服务区租赁 

本公司所属服务区

合同期限： 

2020.1.1-2022.4.30 

高速

公路

加油

站租

赁 

高速石化 2,979.65 744.91 2,820.52 提供加油站租赁 

本公司所属加油站

合同期限： 

2018.4.1-2021.3.31 

宁宣杭公司南漪湖

服务区加油站合同

期限： 

2021.1.1-2023.12.31 

场地

租赁

及会

务 

高速地产 115 0.99 65.33 
酒店会务及场地租

赁费 
 

 小计 4,941.29 1,258.42 4,956.29   

 

 

商品 

采购 

交运集团

下属子公

司 

706.46 0 679.13 
采购班车、生产用

车等车辆及车险 
 

驿达公司

分公司 
623.10 0 51.79 

采购食品、办公生

活用品 
 

经工集团

下属子公

司 

20.00 0 0.68 采购办公生活用品  

小计 1,349.56 0 7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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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车辆

维修 

交运集团

下属子公

司 

43.99 0 0   

设计 

、检 

测及 

其他 

工程 

业务 

设计总院 18,611.52  0 1,405.49 接受规划设计服务 

本年预计新增项目

包括宣城-广德高速

公路改扩建工程可

行性研究项目勘察

设计、滁州管理处

智慧收费站改造等 

检测中心 2,534.59  5.73 216.38 接受施工检测服务  

七星公司 98 0 35.04 接受施工检测服务  

交控工程

及其下属

子公司 

18,101.30 5.62 12,333.25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机电材料等

供应 

本年预计新增项目

包括岳武高速公路

综合养护项目、

2022 年宁宣杭公司

养护工程施工（含

小修及大中修专项

工程）、连霍高速

K736-K742 段集中

养护工程等 

交控信息

产业 
2,076.48  1.00 680.47 

接受 IT 运维服务,

机电材料等供应 
 

经工集团 9,376.94  0 1,975.43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本年预计新增项目

包括管理处园区改

造提升设计施工总

承包、服务区污水

处理工程综合提升

项目等 

高速传媒 385 0 304.59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中兴监理 83 0 47.99 接受施工监理服务  

邦宁物业 422 0 0 
接受工程建设管理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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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因工程业务需要公开招标或竞争性谈判，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本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交易额均是依据合同条款确认的当期

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6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项小龙，经营范围：公路等交通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监理、检测、设计、施工，收费、养护、路产路权保护等运营管

理，技术服务与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道路运输，

小计 43,644.03 12.35 16,998.64  

1、因工程服务类合

同大多按工程进度

定期结算费用，本

类型交易包括往年

签署并延续至本年

度需结算的费用预

计约为 1.55 亿元 

2、因最多由一家公

司中标，需要减去

设计总院、交控工

程、经工集团等关

联方之间重复预计

的金额 8044.8 万元 

联网收费

业务 

联网公司 1,000.00 0 787.22 

接受联网收费路网

运行服务 

合同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公告 

一卡通公

司 
1,500.00 0 1,236.42 

小计 2,500.00 0 2,023.64   

合计 54,219.37 1,665.40 26,0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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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物流、仓储与物资贸易；投资与资产管理；高速公路沿线服

务区经营等。 

安徽交控集团未经审计之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451.22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65.94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1998年8月3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

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7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谢

新宇，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收费及运营服务；房地

产开发及销售；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配件、建材销售；室内外

装饰。 

安联公司未经审计之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9.23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1.24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安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三）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8 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徽

省合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苏新国，公司经营范围：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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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潜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12 亿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666.22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望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四）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3 日注册成立，公司所在地为安

徽省芜湖长江大桥综合经济开发区，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杨朝辉，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

建设、施工、管理、收费、养护、施救、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物资仓储

及其他配套服务；房屋租赁、汽车（除小轿车）及零配件、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及维修、室内外装饰；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芜雁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767.96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9,950.65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芜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五）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8 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

合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

苏新国，公司经营范围：项目公路及附属设施的投资、管理与经营；广告业务。   

溧广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742.22 万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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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8,949.26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六）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

宣城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法定代

表人为方昱，公司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及配套设施建设、施工、管理、收费、养

护、施救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物资仓储及其它配套服务；房屋租赁；汽

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及维修；室内外装饰；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扬绩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7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2.11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扬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七）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 08 月 17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369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郑建中，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建设、

运营、管理项目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经营管理项目公路所属的公路设施、附属

设施和服务设施；经营管理项目公路沿线许可范围内的广告、服务区等。 

合枞公司目前尚未开始运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合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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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八）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7日，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

肥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6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人代表为陈华文。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维修；有型市场经

营管理，停车服务、绿化、室内外装饰、设备维护、水电安装、酒店管理。 

邦宁物业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942.62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48.16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合肥市邦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隶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安徽安联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九）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人代表为王宏祥。经营范围：道路、桥梁隧道、港口、房屋建筑、

机场、水坝、市政、给排水、轨道交通工程、绿化工程、机电工程及相关基础设施

的建设、施工；工程建设领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咨询与服务。 

交控建设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6,503.54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13.65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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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1 月注册成立，公

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杨群山，经营范围：高速

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建设工程投资，商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物流配送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零售，酒店管理，物业管理，广告业务，餐饮、客

房服务等。 

驿达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69,185.15 万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91.79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一）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国石化安徽石油分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0.4 亿元，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曹洋。公

司许可经营项目：成品油零售；润滑油、燃料油（不含化学危险品）、重油、化工产

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汽车用品及装饰品等销售；煤炭、沥青的生产、加工、销售

及仓储；汽车修理；场地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对分支机构加油站的经营进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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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石化未经审计之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70.20亿元，净利润人民

币为人民币1.14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二）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43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法定代表人为徐义明，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残值处理

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可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包括进出

口保理业务、国内及离岸保理业务、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经许可的其他相

关业务，即与租赁物及租赁客户有关的上述业务。 

融资租赁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94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0.95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高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省交通控股

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三）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30 亿，法人代表为徐义明。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证券投资、

企业并购重组、项目融资、受托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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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交控资本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0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9,342.54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四）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江荣华，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

围：设立、管理直投基金或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需经中国证监会前

置审批的除外）；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投资顾问、投资管理、财务顾问服

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取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交控招商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473.82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1,003.9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招商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交

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五）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陈平进，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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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

金；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 

交控金石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412.27 万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2,174.1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金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交

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参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六）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经省金融办批复同意，由安徽省最大的交通基

建企业—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七家大型企业发起成立的国有控股小

额贷款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5 亿，法人代表为徐

霖。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小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皖通小贷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95.29 万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274.8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合肥市皖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七）安徽交控资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 亿元，法定代

表人：马祖桥，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非煤

矿山）开采；建设工程施工；河道采砂；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水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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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物运输；公共铁路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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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选矿；土地整治服务；建筑材料销售；环境保护监测；环

境应急治理服务；基础地质勘查；生态资源监测。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资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十八）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67

亿元万元，法定代表人：胡为民，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房地产中介

代理及咨询服务，建材、金属材料、木材、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日

用百货、计算机及配件、机械、电子设备、汽车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商务

信息咨询。 

高速地产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9.64 亿元，净利润为人

民币 4.34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十九）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002.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红兵，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汽车客运服务，道路运输（不含化学危险品），城市、城际、城乡公



 

20 

 

交，校车运营，货运代理服务，物流配送、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品），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等。 

交运集团产业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52 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0.43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运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二十）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45,454 万元，法定代表人：苏新国，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经营范围：交通与城乡基础设施、资源与生态及环境以及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等工

程的投资、规划、咨询、项目管理、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建造、运维、技术、

装备和建筑材料开发与中介、总承包及对外承包工程。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一）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是一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试验检测机构，法人代表为赵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中心成立于 2004 年，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人

防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工程、岩土工程、建筑材料和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的检

测、监测、技术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材料销售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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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速公路试验检测科研中心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二）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市，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陈发军，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公路、桥梁、隧道、水

运、交通、市政工程状况检测；评估、施工监控、量测，工程材料试验研究及技术

服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七星工程测试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三）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9.67 万

元，法定代表人：沈项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监理、试验检测、项目管理、项目咨询、项目代建、项目环

境评价、项目安全评价。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是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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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四）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公司所在地为安徽省合肥

市，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1.9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胡红雨，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市政、房屋建筑、

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总承包，钢结构、建筑结构补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

公路路基、公路路面、桥梁、隧道、建筑装修装饰、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护

栏、标志牌、标线、声屏障、隔离栅等交通安全设施产品生产、销售与施工，公

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机电养护施工，对外工程承包等。 

交控工程未经审计之 2021 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9.14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0.54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交控集团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履约能力强。 

 

（二十五）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321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晔，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公路建设开发服务，项目投资，公路交通工程及机

电工程施工、维护，园林绿化，物业管理，公路养护，建筑结构补强，建筑材料、

机械、电子设备销售，公路建设节能产品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

新能源项目开发，改性沥青生产、乳化沥青生产，沥青销售。 

环宇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7.69 亿元，净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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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1,472.54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安徽

交控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现金流稳定，履约能力较有保障。  

 

（二十六）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倪虹，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交通收费系统

（含现金及电子支付）的建设、运营与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云计算、大数据信息技术服务、开发；客户服务及呼叫中心

业务；科技人力外包服务；公众出行信息服务资源开发、运营管理；交通运输信息

服务等。 

交控信息产业未经审计之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5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883.43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交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七）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4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 亿元，

法定代表人：王传宝，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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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设计；水电安装；建筑幕

墙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 

经工集团未经审计之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9.19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2,526.70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八）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沈阳，公司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国内广告，室内外装饰、设计施工，会议会展服务，广告牌租赁，企业

营销策划，市场调研。 

高速传媒未经审计之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32 亿元，净利润为

人民币 0.46 亿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高速传媒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二十九）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陈平，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安徽交通卡（含城市公共交通卡）、高速公路联网收费

（含电子收费 ETC)、电子支付（移动支付）建设、运营与服务；智慧交通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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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建设、运营与服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及产品检验与测试等。 

联网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93 亿元，净利润

为人民币 1,088.4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三十）安徽交通一卡通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安徽交通一卡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注册资本为 300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陈平，经营范围包括徽通卡（ETC 卡）及电子标签的发

行、销售及运营服务；公路电子收费、交通卡电子支付平台建设、运营、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智慧交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与服

务；智慧交通新技术及产品研发与推广；话务中心及公众出行信息服务。 

一卡通公司未经审计之 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1 亿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201.88 万元。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全资子公司，该关联

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

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注：设计总院、检测中心、七星工程及中兴监理的财务指标参照设计总院（股

票代码：603357）公开披露的信息。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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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

立第三方价格的，交易定价参考关联方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确定；

既无独立第三方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以合理的构成价

格（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作为定价依据；对于确实无法采用前述方法定价

的，按照协议价定价。工程类关联交易价格由招投标结果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组成部分，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长远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