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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依据与关联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

团” ）签署的《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以及与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

司签署的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公司对2019年度与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将发生

的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

详见2019年3月15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关于预计2019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对2019年度与关联方威海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商行” ）存贷款情况进行了预计，详见2019年3月15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预计2019年度

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关于预计2019年度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一定额度的担保，详见2019

年3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预计

2019年度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提高了公司风险

管控能力，保障了公司经营目标的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

设及运行情况。 未发现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本公司2018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监事会对此报告不存在异

议。详见2019年3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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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依据

与关联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签署的《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

《工程施工框架协议》，以及与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签署的房屋（土地）租赁合同，对

2019年度与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将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合理预计。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周新波先生、张伟先生回避表决，其余5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将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且超过3,000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高速集团、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

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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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发生金

额

向关联方

采购原材

料

山东高速物资集

团总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53,500.00 9,016.52 32,884.36

山东高速建设材

料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55,000.00 501.82 46,667.96

山东高速路用新

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16,000.00 - 1,404.50

云南锁蒙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18,000.00 23,755.06

山东高速物资储

运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20,000.00 23.84 2,643.53

山东高速四川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8,000.00 225.11 1,434.44

山东高速齐鲁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3,000.00 1,634.69 3,684.67

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其他下属

单位

材料采购 按照市场价 2,100.00 431.11 8,297.42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297,067.67 6,083.49 44,735.42

山东高速股份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321,824.46 56,720.62 243,100.11

山东高速高广公

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154,975.00 22,051.76 37,669.29

山东高速泰东公

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68,139.00 24,939.71 137,185.66

山东高速临枣至

枣木公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67,715.00 11,765.76 29,922.93

山东高速青岛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36,000.00 -

山东高速湖北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3,860.00 -

山东高速建设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3,563.00 15.68 -

山东高速绿城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3,500.00 414.53 420.66

山东高速云南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2,988.08 1,223.20 3,269.38

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其他下属

单位

提供劳务 按照市场价 10,202.86 38,692.36 317,536.67

向关联方

租赁房

产、设备

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

单位

租赁费 按照市场价 527.19 585.98

总计 1,145,962.26 173,740.20 935,198.04

注： 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类预计关联交易存在部分项目工期大于1

年的情形，表中预计金额297,067.67万元系按2019年计划完工进度金额统计；如按预计新

增合同额总额统计，预估约为860,000.00万元。

公司向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同样存在部分项目工期大于1年的

情形；表中预计金额321,824.46万元系按2019年计划完工进度金额统计；如按预计新增合

同额总额统计，预估约为550,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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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 关联采购

109,981.53

46,667.96 7.02%

向关联

方采购

原材料

的关联

交易实

际发生

120,

771.94

万 元 , �

向关联

方提供

工程施

工劳务

的关联

交易实

际发生

813,

840.11

万 元 ，

合 计

934,

612.05

万 元 ，

与预计

金 额

938，

582.82

万元的

差异为

-0.

42%。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 关联采购 32,884.36 4.95%

云南锁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关联采购 23,755.06 3.58%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采购 3,684.67 0.55%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关联采购 13,779.89 2.07%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28,601.29

243,100.11 16.91%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37,185.66 9.54%

山东高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17,574.18 8.18%

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96,341.96 6.70%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4,735.42 3.11%

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7,669.29 2.62%

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9,922.93 2.08%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2,640.10 1.57%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0,285.22 1.41%

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9,115.41 0.63%

山东高速蓬莱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546.34 0.52%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372.99 0.44%

山东高速青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346.28 0.37%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994.06 0.35%

滕州新奥能源物流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368.13 0.30%

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535.61 0.25%

山东高速云南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269.38 0.23%

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010.37 0.21%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659.16 0.18%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其他下属单位 提供劳务 14,167.52 0.99%

向关联

方租赁

房产、

设备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 租赁费 486.96 585.98 0.70% 20.33%

受关联

方委托

管理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管理 188.68 188.68

100.00

%

0.00%

其他关

联交易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支出 100 0 -- --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息收入 350 201.16 1.06%

-42.

53%

总计 939,708.46 935,587.88 -- -0.44%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备注

山东葛洲坝枣菏

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

务

58,666.82

本公司与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的交易经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公司控股股东原为高速集

团，2017年8月9日变更为葛洲坝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8月9日至2018年8月8日期间，

该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自2018年8

月9日起，该公司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但因

审计数截至2018年底， 故本表内数据系按

2018年全年发生数统计。

山东葛洲坝巨单

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

务

30,749.46

本公司与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的交易经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公司控股股东原为高速集

团，2017年8月3日变更为葛洲坝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8月3日至2018年8月2日期间，

该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自2018年8

月3日起，该公司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但因

审计数截至2018年底， 故本表内数据系按

2018年全年发生数统计。

山东葛洲坝济泰

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提供劳

务

17,337.60

本公司与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的交易经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公司控股股东原为高速集

团，2017年8月21日变更为葛洲坝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8月20日期

间，该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自2018

年8月21日起，该公司不再为本公司关联方。

但因审计数截至2018年底，故本表内数据系

按2018年全年发生数统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末， 高速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61,206,398.44万元， 净资产17,740,

337.37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7,085,575.04万元，净利润577,862.30万元。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

邹庆忠 2,333,833.56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

北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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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经营等。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

公司

赛志毅 481,116.59

济南市文化东路29

号

对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投

资、管理、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的收费，

救援、清障等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

总公司

盛春亮 103,000.00

济南市历下区羊头

峪村西、市中区太平

村以东38号

沥青制品、沥青改性剂、交通器材、建筑

材料、机械设备、五金工具、保温材料、防

水材料、燃料油、桥梁伸缩缝、橡胶支座、

硅芯管、沥青等

山东高速建设材料

有限公司

崔若宾 33,505.22

济南市历下区龙奥

北路8号山东高速

大厦10-11层

沥青等各种道路材料产品的加工、 生产

和销售。

山东高速路用新材

料技术有限公司

白玉铎 500.00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

区二环东路 12550

号

公路、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铁路、港

口、工民建以及养护维修工程项目材料、

设备的研发、 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

务。

山东高速物资储运

有限公司

崔若宾 6,000

淄博市临淄区乙烯

路319号

销售、储存、代存道路沥青、建筑沥青、化

工产品等。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范晓东 250,000.0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龙奥北路8号

高速公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管

理、收费、养护、设计、咨询、试验、检测、

科研；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等。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王彦 51,338.30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燕子山路29号

房屋建筑及装修； 资质证书批准范围内

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等。

山东高速青岛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孙昌平 16,000.00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

区淮河西路北侧山

东高速西海岸智慧

物流产业园

物流园区建设、管理；货运站建设、管理；

仓储服务等。

滕州新奥能源物流

港有限公司

王礼 4,000.00

滕州市滨湖镇望庄

村 滨 湖 南 医 院 西

200米处 (原建筑公

司院内)

煤炭装卸、搬运等。

山东高速公路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赛志毅 100.00

济南市历下区文化

东路29号

高速公路、桥梁的管理、维护、开发经营

等。

山东高速四川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陈艺文 1,000.00

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都市天

府新区兴隆街道湖

畔路西段6号成都

科学城天府菁蓉中

心C区

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

资金等金融活动）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

有限公司

贾兆兵 5,353.96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

区天平办事处北黄

村1号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

山东高速潍日公路

有限公司

徐庆军 4,023.51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

区北海路2997号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

山东高速龙青公路

有限公司

高培法 1,000.00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

市西宋路西宋村南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

乐自公路有限公司

周少林 32,600.00

自贡市自流井区通

达街194号10楼

高等级公路、桥梁的管理、经营、维护及

沿线的综合开发

山东高速高广公路

有限公司

高培法 10,000.00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

县乐安大街800号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营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

公司

王基全 3,325,000.00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

区舜华路2000号

鲁南高铁建设和旅客运输

山东高速蓬莱发展

有限公司

刘深远 10,000.00

山东省蓬莱市蓬莱

阁街道水城港南路

40号

公路、桥梁、隧道、港口水运、市政工程、

铁路的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的投资、建

设、开发

山东葛洲坝枣菏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赵龙飞 10,000.00

山东省济宁市鱼台

县经济开发区观鱼

大道中段路北县委

北邻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运营

湖北武荆高速公路

发展有限公司

陈传刚 80,800.00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

下路特8号

公路、桥梁、隧道的投资建设

山东葛洲坝巨单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杜汉清 10,000.00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

县麒麟大道西段县

公路局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经营

山东葛洲坝济泰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

刘绍舜 10,000.00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

区山口镇油坊村

高等级公路、桥梁的投资、建设、管理、经

营、开发、维护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

有限公司

李丕明 306,862.00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

路29号澳柯玛大厦

403室

公路投资、建设、管护

山东高速云南发展

有限公司

刘学 177,851.26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 二环西

路398号高新科技

信息中心主楼

高速公路、桥梁、隧道、铁路、港口、机场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维护

山东高速临枣至枣

木公路有限公司

赵延华 1,000.00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

区齐村镇渴口中学

西50米路北

高速公路绿化、 交通安全、 信息网络工

程，公路工程试验和检测

云南锁蒙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刘志文 20,000.00

云南省昆明市兴体

路10号滇池高尔夫

配套酒店307室

对公路、道路桥梁及基础设施、隧道进行

开发、建设及管理、经营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

理有限公司

张世春 69,000.00

济南市历下区东关

大街121号

餐饮、住宿、加油服务、燃气销售、汽车修

理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

有限公司

刘殿君 100,000.00

青岛市李沧区永平

路19号

高等级公路、桥梁的管理、经营、开发、维

护；高等级公路、桥梁沿线的综合开发、

经营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谭先国 497,119.70 威海市宝泉路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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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湖北发展

有限公司

隋进浩 20,000.00

武汉市江岸区京汉

大道1268号汇金广

场办公写字楼32层

6室

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

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高速公路、桥

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经营等。

山东高速绿城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栾滨 20,000.00 东营市宁阳路41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屋租赁、 物业管

理。

山东高速交通物流

投资有限公司

陆立 119,485.5826

山东省潍坊市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疏

港公路与沿海公路

一期十字 路口 东

2000米路南

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甲苯、 石油气

（限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等。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姜晖 20,000

济南市历下区荆山

路778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须凭资

质证书经营）等。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一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四川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四川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潍日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龙青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

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高广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鲁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蓬莱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蓬莱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山东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截至2018年8月8日，山东

葛洲坝枣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自2018年8月9日起，该公司

不再视同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山东葛洲坝巨单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山东葛洲坝巨单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截至2018年8月2日，山东

葛洲坝巨单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自2018年8月3日起，该公司

不再视同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山东葛洲坝济泰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山东葛洲坝济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 截至2018年8月20日，山

东葛洲坝济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自2018年8月21日起，该

公司不再视同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云南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云南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

司

山东高速临枣至枣木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云南锁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云南锁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路用新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

山东高速路用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物资储运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资储运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青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滕州新奥能源物流港有限公司

滕州新奥能源物流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湖北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湖北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绿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绿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是公司的长期合作对象，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历年来均未发生拖欠公司账款形成坏账的情况。 根据关联方经营状况以及本公司所知

悉关联方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

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及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1． 公司子公司为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路桥施工和养护施工方面的劳务服

务；

2．公司子公司向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沥青等施工材料；

3．公司子公司租用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上述关联交易中，第1项通过招投标确定交易价格；第2、3项系根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

作价公允，不会产生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高速集团于2019年1月31日续签 《原材料采购框架协议》《工程施工服务框架

协议》和《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等协

议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协议内容未发生变更，工程施工与采购合同

按实际订单执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付款（收款）条件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

因该等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

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活动所需，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体现了公平、公

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19-2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在威海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商行” ）开设了银行账户，并发生存款等相关业务；

2．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为威海商行控股股

东。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威海商行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在威海商行的存贷款

业务构成了关联交易；

3．公司在威海商行存贷款的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威海商行成立于1997年，总部位于山东省威海市，注册资本49.71亿元，是一家独具特

色的、管理科学的、跨区域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也是山东省第一家在异地设立分行的城市

商业银行。 根据威海商行2018年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威海商

行资产规模为2,032.2亿元，归母净资产136.33亿元，存款总额1,157.84亿元，贷款和垫款总

额为732.15亿元；2018年度威海商行营业收入为38.4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56亿元。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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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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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威海商行将向公司提供存贷款服务、结算服务以及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威海商行可从

事的其他业务。

四、上一年度关联交易的情况

2018年度，公司与威海商行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为存取款，日最高存款余额为56,000万

元，年末存款余额为43,054.93万元；2018年度公司与威海商业银行实际发生存款利息收入

201.16万元。

五、预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预计2019年在威海商行存贷款的限额如下：

2019年公司预计在威海商行的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存款业务包括

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

2019年公司预计在威海商行的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0亿元。

六、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2019年1月31日，公司与高速集团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等协议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本次交易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1．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存款利率，应不低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类存款规定的利

率下限， 亦不低于其他合作金融机构向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同种类存款服务所确定的利

率；

2.整体信贷业务综合定价（收费）不高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类型信贷业务（收费）

规定的标准上限，亦不高于其他合作金融机构向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整体信贷业务所提供

的价格。

3．其他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收取。

七、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威海商行是省内优秀的城市商业银行之一，能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和完善的服务。 公

司与威海商行开展存款业务,符合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 相关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2019年2月28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2019年2月28日，公司与威海商行存款余额为15,453万元；年初至2月28日，累计

产生贷款利息0万元。 除上述存款交易外，公司与威海商行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威海商行开展存贷业务，符合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 威海商行为公司提供优

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提高融资效率，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公司预计

2019年度在威海商行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活动所需，不会因该等交易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体现了

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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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19

年度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预计2019年度公司控

股子公司之间将相互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19,460.10万元的担保。 相关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

关担保协议，关于担保类型与担保期限尚无法确定，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需根据公司具体

经营需求办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各自担保额度。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9年度子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授权董事长或总经理决定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独立董

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目前子公司之间存续担保金额合计199,332.30万元，预计新增担保金额合计320,

127.80万元，预计2019年度担保金额总计519,460.10万元，具体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山东省路桥

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鲁桥建设

有限公司

100% 63.49% 49,430.09 60,569.91 17.30% 否

山东省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公

司

100% 59.56% 25,884.26 44,115.74 11.01% 否

山东鲁桥建材

有限公司

90% 86.51% 1,492.02 10,507.98 1.89% 否

山东省高速路

桥养护有限公

司

100% 68.98% 32,600.45 47,399.55 12.58% 否

四川鲁高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100% 73.96% 7,460.1 1.17%

其他 17,406.90 32,593.10 7.86% 否

小计 134,273.83 195,186.27 否

山东省高速

路桥养护有

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 74.23% 24,626.88 25,373.12 7.86% 否

小计 24,626.88 25,373.12 否

山东省公路

桥梁建设有

限公司

山东鲁桥建设

有限公司

- 63.49% 2,551.01 17,448.99

3.14%

否

山东省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 74.23% 20,866.45 19,133.55 6.29% 否

小计 23,417.46 36,582.54 否

山东鲁桥建

设有限公司

山东省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公

司

- 59.56% 8,997.02 21,002.98 4.72% 否

山东省路桥集

团有限公司

- 74.23% 41,982.88 6.6% 否

四川千佛岩隧

道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

- 77.41% 8,017.12 1.26% 否

小计 17,014.14 62,985.86

在超出上述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

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济南市经五路330号

3．法定代表人：周新波

4．注册资本：24.249亿元

5.�成立日期：1984年8月7日

6.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质证书范围内各级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建筑工

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工程机械、工

程机械配件的生产、修理、技术开发、产品销售和租赁；起重机械设计、生产、安装、维修、改

造、销售及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培训；承包境外公路、桥梁、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和

派遣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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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2.89%股权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14.88%股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2.23%股权

9．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1,498,617.9 1,996,356.63

流动负债 1,023,990.88 1,378,492.64

银行借款 241,830 205,550

负债总额 1,185,488.6 1,481,866.67

净资产 313,129.3 514,489.95

营业收入 882,851.29 1,053,710.10

利润总额 69,904 66,251.12

净利润 59,773.69 53,161.02

担保金额 97,663.45 126,813.73

被担保金额 37,023.84 33,132.92

（二）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章丘市济王路李家埠路口

3．法定代表人：安耀峰

4．注册资本：8亿元

5.�成立日期：2003年9月1日

6.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批准范围内公路、桥梁、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凭

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机械加工、修理、建筑机械及设备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道路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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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9．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268,872.98 286,790.16

流动负债 170,862.51 181,388.17

银行借款 30,000.00 30,000.00

负债总额 171,649.19 182,071.91

净资产 97,223.79 104,718.25

营业收入 176,767.05 206,233.14

利润总额 9,264.82 10,423.73

净利润 6,289.85 7,778.68

担保金额 20,708.10 17,014.14

被担保金额 50,707.65 51,981.11

（三）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济南市天桥区天成路30号

3．法定代表人：张涛

4．注册资本：8亿元

5.�成立日期：1998年11月26日

6.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质证书范围内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

筑工程、拆除工程、交通工程施工；建筑机械、设备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培训。

8．股权结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9．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226,650.57 220,056.25

流动负债 142,338.37 130,547.65

银行借款 7,000.00 15,000.00

负债总额 142,804.76 131,061.43

净资产 83,845.81 88,994.82

营业收入 146,796.13 128,806.83

利润总额 6,866.88 6,192.34

净利润 5,644.27 4,763.23

担保金额 5,872.56 11,057.4

被担保金额 21,912.40 35478.09

（四）山东鲁桥建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鲁桥建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荷花路街道裕华路东郊浮桥东200米

3．法定代表人：管士广

4．注册资本：2,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2年7月8日

6.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混凝土及制品的加工、销售，工程机械租赁；建筑材料销

售。

8．股权结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90%，山东华迪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0%。

9．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二级子公司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31,267.22 36,447.79

流动负债 27,537.04 30,970.18

银行借款 1,000.00 0

负债总额 28,098.47 31,531.60

净资产 3,168.76 4,916.19

营业收入 26,901.99 40,177.06

利润总额 2,370.46 2,760.49

净利润 1,771.18 2,066.25

担保金额 0.00 0.00

被担保金额 2,200.00 1,492.02

（五）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济南市二环西路北延长线99号

3．法定代表人：冯勋红

4．注册资本：5亿元

5.�成立日期：1997年1月24日

6.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资质证书范围内公路、桥梁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及

园林绿化工程的建设和养护；钢结构工程施工和养护；交通安全防护器材的制作、安装和销

售，公路标线施划；交通工程技术咨询；建筑机械、设备加工、维修和租赁；绿化用苗木、道路

养护材料的销售。

8．股权结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9．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176,527.39 196,010.4

流动负债 114,102.39 135,123.53

银行借款 15,000 18,000

负债总额 114,102.39 135,217.44

净资产 62,425 60,792.96

营业收入 107,761.12 139,822.83

利润总额 8,687.71 8,182.98

净利润 6,462.96 6,002.22

担保金额 24,710.31 24,626.88

被担保金额 1,6473.7 32,600.45

（六）四川鲁高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四川鲁高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月路366号北兴御景山商业2号楼3层301号

法定代表人:�许宗宝

注册资本：4,000万元

5、经营范围:� 建设项目管理；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建

设机械设备维修、租赁；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6、股权结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7、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二级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7332 16287.92

流动负债 98.82 47.01

银行借款 3000 12000

负债总额 3098.82 12047.01

净资产 4233.18 4240.92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10.90 10.79

净利润 233.18 7.74

担保金额

被担保金额 7460.1

（七）四川鲁桥千佛岩隧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四川鲁桥千佛岩隧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四川省夹江县漹城镇牌坊路107号

3．法定代表人:�郝红升

4．注册资本：2,920万元

5．经营范围:� 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的投资、建

设；项目管理；项目运营维护；建筑机械加工、修理；建筑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

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零售；筑路工程技术咨询。

6．股权结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90%，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持股

10%

7．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一级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资产总额 6,729.14 12943.64

流动负债 593.83 347.10

银行借款 4,672.00 9672.00

负债总额 5,265.83 10019.10

净资产 1,463.31 2924.55

营业收入 587.08 1244.87

利润总额 4.42 1.65

净利润 3.31 1.23

担保金额 0.00 0

被担保金额 4,672.00 9672.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关于担保类型与担保期限尚无法确定，

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需根据公司具体经营需求办理，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授信的各

自担保额度。

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或以其持有的资

产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各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

融资事项的效益与效率，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的担保资源，及时满足各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有利于增强市场综合竞争力，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

2．本次被担保各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资信良好，经营状况正常，

未发生过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形。 公司能够充分了解被担保人的经营情况、决策投资、融资等

重大事项，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情况，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实施内部审计

以防范和控制风险，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

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3．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子公司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担保或以其持有的资产提供反担保。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主要是用于该控股子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业务，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

实现，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本次授信担保事项具有公平、对等性。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形，公司的担保为

公司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担保事项，亦不存在违规担保

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末，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授信额度为42.83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为19.93亿元。 其中，实际担保

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86%。公司2019年度子公司之间到期续保及新增担

保预计51.95亿元。 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3日

（上接B07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