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2-03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中南工程局受让中交集团所持郴筑公司 100%

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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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附属中南工程局将收购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所持郴筑公司 100%

股权，交易金额约为 21,980.34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累计已披露的关联交易 67.09

亿元。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

需累计计算的金额合计约为 69.29 亿元，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

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额比例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 25.52 亿元之后为

43.77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中南工程局 指 
中交中南工程局有限公司，曾用名中交一公局桥

隧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2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3  郴筑公司 指 
中交郴州筑路机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标的公司，

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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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5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公司附属中南工程局受让中交集团所持郴筑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

额约为 21,980.34 万元。 

（二） 本次交易属于中南工程局整体组建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中南

工程局整体实力的打造提供重要支撑。 

（三）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交中南工程局受让中交集团所持郴筑公司 100%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关联方介绍 

（一） 中交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

的相关规定，中交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 中交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名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3809D 

3. 成立时间：2005 年 12 月 8 日 

4. 注册资本：727,402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王彤宙 

6.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85 号 

7. 主营业务：基建业务、房地产业务、设计业务、疏浚业务、装备制造及其

他业务等 

8.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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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易的名称和类别：郴筑公司 100%股权，购买资产（股权）。 

2. 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不存在质押、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3. 运营情况的说明：2005 年中交集团重组成立，郴筑公司成为中交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 

（二） 郴筑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1. 公司名称：中交郴州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5,693 万元 

3. 成立时间：1991 年 

4. 注册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 1779 号 

5. 主营业务：公路机械制造、钢结构安装以及智慧城市业务。  

6. 财务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郴筑公司总资产为 29,065.62 万元、

总负债 24,357.93 万元、净资产 4,707.69 万元，2022 年 1-3 月营业收入为 2,765.78

万元、利润总额 595.03 万元、净利润 579.06 万元（未经审计）。 

7.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交集团 5,693 100% 

合计 5,693 100% 

四、 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 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郴筑公司经备案的评估结果确定。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1899 号），采

用资产基础法，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郴筑公司总资产账面价

值为 20,664.10 万元，评估价值为 41,733.91 万元，增值额为 21,069.81 万元，增

值率为 101.9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9,753.57 万元，评估价值为 19,753.57 万元，

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910.53 万元，评估价值为 21,980.34 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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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额为 21,069.81 万元，增值率为 2,314.02%。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1,980.34 万

元。 

（二） 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转让价款确定为 21,980.34 万元，与

评估价值相一致。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账面值增加的部分

主要为郴筑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及土地使用权的增值，反映企业

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从客观角度考虑，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结果是公允的。 

基于上述情况，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

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认；评估结果与郴筑公司的实际资产情

况相符。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 

五、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同主体：中交集团、中南工程局。 

（二） 交易标的：郴筑公司 100%股权。 

（三） 交易价格：21,980.34 万元。 

（四） 支付条款：2022 年 9 月 30 日之前完成支付。 

（五） 过渡期安排：经双方约定，过渡期损益（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

期间）归中交集团所有。 

六、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是中南工程局整体组建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工程局

组建以中南工程局和郴筑公司为基础，在中南工程局路桥、轨道交通等优势业务

基础上，充分整合郴筑公司具备的公路机械制造、钢结构安装以及智慧城市业务

能力，其中郴筑公司的装备业务及钢结构业务与中南工程局的施工业务具备较强

的协同性和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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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打造属地化的区域深耕发展平台，落实做强主业、做精

区域、做细项目的工作要求，促进“三重两大两优”经营策略生根落地，提高公

司品牌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 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和产生同业竞争。 

七、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中南工程局受

让中交集团所持郴筑公司 100%股权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

案时，5 名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孙子宇先生、米树华

先生回避表决，公司 4 名独立董事刘辉先生、武广齐先生、陈永德先生、周孝文

先生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 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董事会需履行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 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