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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证券代码：

600039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签署日期：2020年2月27日

上市公司名称：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川路桥

股票代码：600039.SH

� � � �收购人：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A栋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

的依据。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 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铁投集团。 截至本要约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铁投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574,

811,64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42.50%。 本次要约收购目的旨在进一步增强对四川路桥的控制力，提

振投资者信心。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四川路桥上市地位为目的。

2、本次要约收购系铁投集团向除铁投集团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361,052,551股， 要约价格为3.51元/股。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

整。

2020年2月5日，铁投集团作出要约收购决策时，四川路桥总股本为3,610,525,510股，本次要约收购股份

数量占当时四川路桥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根据四川路桥2020年2月11日披露的《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的公告》， 四川路桥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9,480万股于2020年2月7日完成登记，四川路桥总股本变更为3,705,325,510股；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仍为

361,052,551股， 但占四川路桥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9.74%。

3、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铁投集团将最多持有四川路桥1,935,864,198股股份，占四川路桥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52.25%，四川路桥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4、由于要约收购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是否能达到本次要约收购预定收购的股

份数量存在不确定性；本次要约期届满后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股票数量未达到要

约收购预定数量的，不影响本次要约收购的效力，铁投集团将严格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并按照《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上市公司股东预受的全部股份。

5、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铁投集团已将253,458,890.81元（相当于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

额的20%）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四川路桥

股票代码 600039.SH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四川路桥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48,252,685 6.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57,072,825 93.30

合计 3,705,325,510 100.00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A栋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20年2月5日，铁投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20年2月19日，本次要约收购已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息系统作备案管理，并取得《国有股东受

让上市公司股份备案表》（编号：DFJT-SR-20200219-0002）。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铁投集团已履行目前阶段的必要程序，该等程序合法有效。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作为四川路桥的控股股东， 铁投集团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的股份，以进一步增强对四川路桥的控制力，提振投资者信心。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四川路桥的上市地位为

目的。

五、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说明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收购计划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四川路桥股份的计划。

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拟增持四川路桥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其他法定程序。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四川路桥除铁投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股）

占四川路桥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1 361,052,551 9.74%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361,052,551股，则铁投集团按

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361,052,551股，则铁投集团按照

同等比例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余下预受要约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计算公式如下：铁投集团从每

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361,052,551股÷要约收购期间所有股东

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结算

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七、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计算基础

（一）本次要约收购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3.51元/股。

（二）计算基础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 铁投集团取得四川路桥股票的最高价格为3.51元/

股。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四川路桥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3.37元/股。

综上，本次要约价格为3.51元/股，不低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

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也不低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八、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3.51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1,267,294,454.01元。

铁投集团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已于2020年2月19日将253,458,890.81元（相当于本次要约

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铁投集团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者其

下属关联方。 收购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九、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起止日期另行公告。

十、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郭浩、李博、张稳、张晓峰

电话：028-6572� 8880

传真：028-6572� 8880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99号棕榈泉国际中心16楼

联系人：张云、杨森

电话：028-8662� 5656

十一、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摘要于2020年2月27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1、本报告书摘要系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2014年修订）》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2、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四川路桥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在四川路桥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

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要约收购为铁投集团向除铁投集团以外的四川路桥其他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收购人发出本

要约不以终止四川路桥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四川路桥的股权分布将仍然具备《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5、 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6、收购人及其董事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并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铁投集团 指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四川路桥、被收购公

司

指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 指 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四川路桥除收购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进行的部

分要约收购的行为

本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

摘要、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购编写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要约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所、法律顾问 指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摘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名称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A栋

联系电话 028-85139812

法定代表人 孙云注

注册资本 200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6841545284

设立日期 2008年1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08-12-26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

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

咨询；工程监理；进出口业；采矿业；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电力供应；商品批

发与零售、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智能化工程。 （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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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四川省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5日下发的《关于郭勇、孙云职务任免的通知》（川府函[2019]262号）

决定，任命郭勇为铁投集团董事长，免去孙云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铁投集团的公司章程的约

定，董事长是铁投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收购人尚未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

记手续，郭勇实际履行收购人法定代表人职责。

二、股东情况及产权控制关系

四川发展为铁投集团的出资人，持有铁投集团100%股权；四川省国资委为四川发展的出资人，持有四川

发展100%股权，为铁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铁投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最近两年未变更。

三、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1

四川省铁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市金

牛区金仙

桥街15号

四川省属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的投资、建设、运营与管理，

铁路勘察设计、施工；水泥制品生产及销售；铁路运输制造；

运输代理；装卸搬运；铁路运输辅助活动；仓储业；物流和物

业管理；工程监理、工程检测、工程造价咨询、工程项目管

理；建筑材料生产；房地产开发；职业技能培训。 （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许可证或者审批文件经

营）（依经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

活动）。

2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高朋

大道11号

科技工业

园F-59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高速公路管理；公路工

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房屋建设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

路交通工程、土石方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地基与

基础工程、预伴商品混泥土、混泥土预制构件、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工程勘察设计；测绘服务；规划管理；工程管理服

务；工程机械租赁、维修；建筑材料生产；商品批发与零售；

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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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四川广润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市青

羊区东胜

街40号

投资与资产管理，医疗、健康与养老产业投资，教育产业投

资，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

等金融活动）；供应链管理服务；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和

仓储业；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

发经营；商务服务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4

四川成兰铁路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成兰铁路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资金等金额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四川成渝客专铁路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第五层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

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

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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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四川南渝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四川省南

充市高坪

区阳春路2

号

高速公路、公路、桥梁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及养护，公路工

程、桥梁工程、工程咨询，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物资设备

供应及销售，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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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四川兴蜀铁路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一

环路东一

段159�号

铁路建设项目投资； 成绵峨客运专线项目投资； 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房地

产及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和维护、交通安全设施的安装和维

护（凭资质证并按许可时效和范围经营）

8

四川省川瑞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成都市锦

江区创意

产业商务

区毕升路

468 号 锦

江创意科

技大厦 34

层

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品）；社会经济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城市综

合性交通枢纽项目投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新型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土地整

理；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

服务；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不含培训）；园林绿化工程；物流信息咨询；销

售：金属制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化

品）、矿产品、煤炭；园区管理服务；旅游资源开发；游览景区

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包含治疗及诊断）。（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9

中国航油集团四川铁投石

油有限责任公司

新津工业

园区新材

料产业功

能区货运

大道88号

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服务；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燃料

油、润滑油、石脑油、沥青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交通、码头及附属设施的制冷、开发、经营；中转联运、汽

车运输；销售建筑材料；预包装食品销售（以上经营项目涉

及许可的去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10

四川叙古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泸州市龙

马潭区蜀

泸大道5号

1幢 7层 3

号

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项目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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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四川省交通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市一

环路西一

段

危险化学品经营 (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

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汽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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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江安长江公路大桥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江

安县江安

镇龙君庙

（原 天 府

茶厂）

副食品销售，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管理、经营；

建筑材料销售；机械租赁、预制构件生产、加工；园林绿化、

百货、五金交电、建筑机具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3

四川宜泸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临

港开发区

宜泸高速

公路临港

管理中心

公路、桥梁建设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

融活动)、管理、经营；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百货、五金交电销

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服务；户外广告发布。（以上不含前置

许可或审批项目， 后置许可或审批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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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四川铁投康巴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

治州康定

市沿河西

路7号

电力能源的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

活动），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电力工程设计、建设、安装，电

力设备及配件设计、制造、加工及销售，节能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节能产品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实验发展，电力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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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四川宜叙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临

港经济开

发区宜泸

高速公路

沙坪管理

中心

公路、桥梁建设投资、管理、经营及养护；商业服务业；工程

咨询；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招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

租赁业；商品批发零售；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餐饮服

务；卷烟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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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中石油四川铁投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武

侯区武侯

新城管委

会武兴四

路 166 号

二栋A单

元2层3号

成品油零售业务（零售：汽油、柴油）；石油化工产品销售

（需许可的，按许可证上范围经营至2019年11月7日）；销售

机械设备、润滑油、汽车零配件、日用品；自有房屋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气

球广告和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 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

装食品。 散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粮油、农副产品、化

肥、文体用品、五金、家具、建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劳保

用品、饮料、水果；汽车维修；汽车清洗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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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四川绵南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绵阳市游

仙经济开

发区凯越

路1号

对高速公路、公路、桥梁投资经营、建设、经营、管理及养护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商业服务，工程咨询，对国家政策允许的其他项目投资，招

投标代理，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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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1幢4层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

金等金融活动）；房地产业；土地整理；房屋建筑工程、铁路

工程、公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市政

公用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农、林、牧、渔服务业；货运代理；

装卸搬运；仓储业；商品批发与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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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2楼

电力技术开发；环保节能产品的研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

电力工程（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电力生产（另设分

支机构经营）；电力供应（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

开展经营）；建筑工程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营）；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商务咨询（不含投资

咨询）；国内贸易代理；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人力资源中介服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水资源管理服

务；水污染治理；热力生产和供应；管道工程施工（凭资质证

书经营）；工矿工程建筑（凭资质证书经营）；市政设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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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四川攀大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

仁和区中

坝乡团山

村小平地

组66号

公路、桥梁、隧道建设、经营、管理；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

道工程、工程造价咨询、招投标代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凭资质证从事经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餐饮业；销售：

预包装食品、百货、水果、蔬菜、针纺织品；房屋、场地租赁。

（以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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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四川西成客专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1栋 5层 1

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纳公共资金

等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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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四川泸渝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泸州市龙

马潭区蜀

泸大道5号

1幢 6层 3

号

对G8515线蓉昌至泸州段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投资、建

设、经营管理及养护，工程招投标代理，建材销售，建筑施工

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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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四川成贵铁路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1栋 2层 2

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租赁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铁路运输业；装卸搬运；运输代理业；仓储

业；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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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四川成昆铁路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1栋 2层 2

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

批文件经营)商务服务业;租赁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

宿和餐饮业;铁路运输业;装卸搬运;运输代理业;仓储业;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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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四川乐汉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乐山高新

区乐高大

道6号高新

大 厦 208

室

高速公路建设及附属设施的项目投资、经营管理及养护；招

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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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四川广安绕城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广

安市广安

区协兴镇

牌坊村五

组

高速公路、公路、桥梁经营、管理及养护；公路工程、桥梁工

程、工程咨询、招投标代理；商务服务业（不含金融、证券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需许可或审批项目）、公路项目投资；房

地产开发；租赁业（不含汽车租赁）；商品批发零售（不含危

化品）；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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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成都铁农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

新区九兴

大道12号

1栋 9层 1

号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业务（不

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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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四川叙威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

泸州市龙

马潭区龙

马大道三

段9号5层

4号

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投资、经营管理和养护；工

程招标代理；建材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户外广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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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四川成宜高速公路开发有

限公司

宜宾临港

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

江北路西

段 附 3 段

17号企业

服务中心

504室

高速公路建设及其附属设施的项目投资、经营管理及养护，

招投标代理、物资设备供应、物业管理、户外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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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四川铁投现代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

区九兴大

道 12 号 1

栋2层2号

农业技术开发；种畜禽销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国内贸易代理；食品经营（未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饲料添加剂、农

副产品、有机肥料、冷鲜肉、饲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苗木种植（另择场地经营）及销售（不含林木种子）；

食品加工技术开发；市场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金融类

及投资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装卸、搬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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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四川省中车铁投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

四川省宜

宾临港经

济技术开

发区长江

北路西段

附三段17

号企业服

务 中 心

309室

智能轨道快运系统车辆及机电设备、轨道交通产品及设备、

光伏设备及器件、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部件、环保设备及部

件、电气机械及器材、工程机械、船舶系统及设备、普通机

械、电机、新材料制品的制造、销售、售后维保服务；新能源

客车和专用车及相关零部件、汽车驱动系统及部件的制造、

销售及售后服务；综合交通体系、新能源装备、新材料应用

及环保产业的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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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四川发展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属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

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等

2,000,000.00 100.00

2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

设和营运的管理

3,500,000.00 100.00

3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 931,600.00 67.80

4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300,000.00 100.00

5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

限公司

图书发行销售 59,382.20 100.00

6

四川航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内航空运输及航空服务 367,00.00 100.00

7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食盐及盐化产品 17,676.60 100.00

8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图书编辑、出版、发行、印刷 50,000.00 100.00

9

四川省矿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投资，商品批发与零售 19,000.00 100.00

10

四川省国有资产经营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项目投资及咨询服务， 对其国

有资产运行和收益进行监督管

理

50,000.00 100.00

11

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投资、开发、管理 11,264.00 100.00

12

四川省有色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金属材料、冶金的研究等 2,880.00 100.00

13

四川省成都木材综合

工厂

项目投资、物业管理等 5,018.00 100.00

14

四川省城乡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资

产管理

1,200,000.00 100.00

15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150,500.00 100.00

16

国辰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股权（产业）投资基金管理等 4,950.00 100.00

17

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

有限责任公司

产权交易等 10,000.00 50.00

18

四川发展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

务

10,000.00 100.00

19

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89,413.27 100.00

20

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磷矿开采，销售； 115,000.00 100.00

21

四川水务环保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 非公开

交易的股权投资及咨询服务

25,667.00 72.47

22

四川发展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及资产管理、水利工程、城

乡供排水、水产养殖、水环境治

理

200,000.00 100.00

23

北川发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投资与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咨

询；股权投资

1,000.00 100.00

24

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自来水、污水处理、环保项目的

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300,000.00 100.00

25

四川发展产业引导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10,000.00 100.00

26

四川国源农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现代农业项目投资、运营管理，

土地开发投资

50,000.00 65.00

27

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

矿业投资及管理，矿产品销售 100,000.00 100.00

28

四川发展国冶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轨道交通

项目、市政道路项目

100,000.00 60.00

29

四川发展轨道交通产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轨道交通

项目、 智慧城市项目投资及相

关配套业务

150,000.00 90.91

30

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投资、 资产管理、 投资咨

询、社会经济咨询、金融研究

3,000,000.00 100.00

31

四川发展兴川产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 非公开

交易的股权投资及咨询服务

501,000.00 10.71

32

四川发展国弘现代服

务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项目投资、 资产管理、 物业管

理、土地整理等

58,700.00 100.00

33

四川发展兴展产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321,000.00 15.74

34

四川发展国惠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发放贷款及相关资讯活动，权

益性投资

50,000.00 87.21

35

天府（四川）信用增进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信用增进服务、 信用增进

的评审、策划、咨询、技术推广

400,000.00 70.00

36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金属桥梁结构及桥梁零件的设

计制造等

65,102.60 15.97

37

四川欧亚路态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

国内贸易代理，普通货运，货物

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新能源

技术开发

10,000.00 82.13

38

四川发展新兴产业园

区投资建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管

理；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90,000.00 100.00

39

北京川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 资产管理、 经济信息咨

询、财务顾问、市场调查等

50,000.00 100.00

40

四川发展大数据产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数据处理

及存储服务、大数据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

200,000.00 100.00

41

四川恒润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

业、 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

咨询服务

2,000.00 80.00

42

四川蜀曦投资有限公

司

受托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

咨询服务； 项目投资; 资产管

理；投资信息咨询；投资咨询服

务

1,000.00 100.00

43

四川蜀裕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矿业投资及管理、矿产品销售 3,865.40 90.86

44

四川国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资产管理；资本投资服

务；其他资本市场服务；企

业管理服务；商务服务

25,559.80 60.00

45

四川发展引领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受托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40,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四川省国资委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1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

新区正兴街道顺圣

路178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项目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企业管理服务；进出口业；房地

产开发经营； 互联网信息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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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四川国际博览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都高新

区交子大道233号24

层 2401-2412、25 层

2501-2512号

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业（不含气球广告）；旅游项目

策划服务；酒店管理（不含住宿）；餐饮服务（未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运输代理业；道路运输业（未取得相关行政

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物业管理；贸易代

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体育组织（不

含高危体育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

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 （涉及资质的凭资质

证书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3

四川省商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文武路42号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批发与零售业；农业；畜牧业；农、林、

牧、渔服务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药品生产，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金属制品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限分支机构

经营）；进出口业；建筑业；道路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

输代理业；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互联网信息服务；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

业，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及清洁服务；

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业；娱乐业；旅行社和相关服

务；拍卖；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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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四川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工业

园区锦盛路138号2

楼附39号

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及财务咨询业务（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以上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5

四川省歌舞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西大

街97号

许可经营项目：综合文艺表演；组织经营国内演出。（以

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

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

文件经营）：舞台设计、制作及其设备租赁；职业技能培

训；商品批发与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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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四川省锦弘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成飞

大道1号青羊工业园

区A10幢

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房屋和土木工程建

筑业；其他建筑业；建筑装饰业；汽车租赁；工程管理服

务；商品批发与零售；运输代理；健身服务；金属结构制

造。 （以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

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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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四川）自由贸

易试验区成都高新

区天府大道北段20

号

项目投资及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

金融活动）；商务服务业；贸易经纪与代理（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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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

成都市火车南站至

机场12公里处

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游泳池、健身房、美容美发、SPA、

餐饮（含凉菜、卤菜）、烟、酒、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

水果（限分支机构经营）（以上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 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

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机场投资；机

场运营管理；机场航空地面保障和地面运输服务；进出

口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商务服务业；商品批发与

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居民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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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人民

南路二段80号11楼

(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

或审批文件经营)投资与资产管理；酒店管理服务；旅行

社及相关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代理服务；租赁

业；游览景区管理；职业技能培训；娱乐业；文化艺术

业；体育组织；休闲健身活动；房屋及土木工程建筑业；

建筑装饰业；工程管理服务；运输代理业；商品批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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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四川省煤炭产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金泽

路1号

煤炭经营(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项目不含前置

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投

资和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

融活动);煤矿设计;煤炭洗选加工;电力生产;矿石冶

炼、加工;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业;建筑材料制造;机

械设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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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已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在境内、境外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1 四川路桥 1,574,811,647 42.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2 宜宾纸业 21,060,000 16.67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五、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铁投集团经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四川省内，主营业务包括公路铁路施工、建筑施工、铁路及路桥的营运、电

力生产与供应、检测/设计、材料销售、房地产开发和其他类八大板块。铁投集团在做大做强铁路、路桥建设业务

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介入铁路沿线的土地开发整理和房地产开发、水力发电业务、商品销售业务等，形成

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铁投集团2016年至2018年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总资产 31,962,715.05 27,052,160.28 23,338,326.55

总负债 22,341,215.22 18,807,266.87 16,322,540.64

所有者权益总额 9,621,499.83 8,244,893.41 7,015,785.91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732,064.96 5,509,080.88 4,645,257.57

资产负债率 69.90% 69.52% 69.94%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9,079,601.06 7,404,691.77 6,063,197.72

营业成本 9,061,099.97 7,360,091.31 6,023,520.30

利润总额 41,243.11 54,276.98 40,441.67

净利润 7,053.49 19,784.99 11,358.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3,576.46 -38,102.07 -42,323.45

净资产收益率 0.02% 0.06% 0.04%

注1：资产负债率=（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100%

注2：净资产收益率=2×净利润/（所有者权益期末数+所有者权益期初数）×100%

六、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铁投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

良诚信记录。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郭勇 党委书记、董事长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唐勇 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刘红 党委副书记、董事 女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方跃 党委委员、董事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陈启琳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陈大智 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郭应万 党委委员、职工董事、工会主席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刘罡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熊启高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李建兴 总工程师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王世忠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

务、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

八、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收购人除持有四川路桥股份外，在境内、境外持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宜宾纸业 600793.SH 直接持股 21,060,000 16.67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持有四川路桥外，四川发展在境内、境外持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筑股份 002480.SZ 直接持股 104,572,204 15.97

新华文轩

601811.SH

0811.HK

间接持股 642,544,518 52.08

川能动力 000155.SZ

直接及间接

持股

直接持股：52,047,000

间接持股：499,601,

151

43.43

四川能投发展 1713.HK 间接持股 419,336,000 39.03

四川成渝 601107.SH 间接持股 1,096,769,662 35.87

清新环境 002573.SZ 间接持股 273,670,000 25.31

西昌电力 600505.SH 间接持股 66,770,883 18.32

硅宝科技 300019.SZ 间接持股 58,915,416 17.80

宜宾纸业 600793.SH 间接持股 21,060,000 16.67

广安爱众 600979.SH 间接持股 115,167,384 12.15

炼石航空 000697.SZ 间接持股 69,368,005 10.33

和邦生物 603077.SH 间接持股 700,626,010 7.93

招商公路 001965.SZ 间接持股 393,700,787 6.37

恒康医疗 002219.SZ 间接持股 112,500,000 6.03

东方铁塔 002545.SZ 间接持股 71,908,824 5.78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四川省国资委不存在直接持有在境内、境外持股超过5%的上市公司。

九、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国资委不存在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一、要约收购目的

作为四川路桥的控股股东， 铁投集团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的股份，以进一步增强对四川路桥的控制力，提振投资者信心。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四川路桥的上市地位为

目的。

二、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20年2月5日，铁投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2020年2月19日，本次要约收购已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息系统作备案管理，并取得《国有股东受

让上市公司股份备案表》（编号：DFJT-SR-20200219-0002）。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铁投集团已履行目前阶段的必要程序，该等程序合法有效。

三、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收购计划外，在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尚

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承诺的基础上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

义务。

第四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如下：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郭浩、李博、张稳、张晓峰

电话：028-6572� 8880

传真：028-6572� 8880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99号棕榈泉国际中心16楼

联系人：张云、杨森

电话：028-8662� 5656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关联的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与铁投集团、四川路桥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收购四川路桥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

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收购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能力，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

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义务的能力。 ”

四、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泰和泰律所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编制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未

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摘要前文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外，收购人郑重声明：

1、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未采取或拟采取对本次要约收购存

在重大影响的行动，也不存在对本次要约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2、收购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3、收购人不存在任何其他对四川路桥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4、收购人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5、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

持续状态；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证券代码：

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2020-011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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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投集团” 或“收购

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铁投集团持有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四川路

桥” ）1,574,811,64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42.50%，为四川路桥控股股东。 铁投集团本次要约收购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旨在进一步增强对四川路桥的控制力，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四川路桥上

市地位为目的。

2、本次要约收购系铁投集团向除铁投集团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361,052,551股，要约价格为3.51元/股。

3、2020年2月5日，铁投集团作出要约收购决策时，四川路桥总股本为3,610,525,510股，本次要约收购股

份数量占当时四川路桥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四川路桥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

480万股于2020年2月7日完成登记， 四川路桥总股本变更为3,705,325,510股；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仍为

361,052,551股， 但占四川路桥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9.74%。

4、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最多合计持有四川路桥1,935,864,198股份，占四川路桥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52.25%，四川路桥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5、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次收购要约并未生

效，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四川路桥于2020年2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铁投集团送交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

告书摘要》，公司现就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有关情况作如下提示：

一、《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主要内容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铁投集团。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535号两江国际A栋

联系电话 028-85139812

法定代表人 孙云注

注册资本 200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0006841545284

设立日期 2008年12月26日

营业期限 2008-12-26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铁路、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的投资、建设及管理；铁路、公路、港口、码头、

航道、机场、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铁路、公路、水运项目的勘察、设计、技术

咨询；工程监理；进出口业；采矿业；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电力供应；商品批

发与零售、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智能化工程。 （以上项目

不含前置许可项目，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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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四川省人民政府于2019年12月15日下发的《关于郭勇、孙云职务任免的通知》（川府函[2019]262号）

决定，任命郭勇为铁投集团董事长，免去孙云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铁投集团的公司章程的约

定，董事长是铁投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收购人尚未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

记手续，郭勇实际履行收购人法定代表人职责。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作为四川路桥的控股股东， 铁投集团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的股份，以进一步增强对四川路桥的控制力，提振投资者信心。

本次要约类型为主动要约，并非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四川路桥的上市地位为

目的。

（三）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收购计划外，在要约收购完成后，收购

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的股份。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购人将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承诺的基础上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

义务。

（四）本次要约收购方式、股份类别及数量

本次要约收购范围为四川路桥除铁投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股） 要约收购数量（股）

占四川路桥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51 361,052,551 9.74%

若上市公司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至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价格及要约收购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高于本次预定收购股份数361,052,551股，则铁投集团按

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361,052,551股，则铁投集团按照

同等比例收购被股东预受的股份，余下预受要约股份解除临时保管，不予收购。 计算公式如下：铁投集团从每

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361,052,551股÷要约收购期间所有股东

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五）要约收购价格

1、本次要约收购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3.51元/股。

2、计算基础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铁投集团取得四川路桥股票的最高价格为3.51元/股。

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四川路桥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3.37元/股。

综上，本次要约价格为3.51元/股，不低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

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也不低于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六）要约收购资金来源

基于要约价格为3.51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1,267,294,454.01元。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铁投集团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者其

下属关联方。 收购人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七）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具体起止日期另行公告。

二、其他说明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四川路桥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收购方财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