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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0� � � � �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3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相关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的董事柳秋杰先生；高级管理

人员张立杰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分别

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90,000股、190,000股， 合计减持不超过880,000股，

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94%。

2022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董事柳秋杰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张立杰先生的《股东减持

计划告知函》，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职务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柳秋杰 董事长兼总经理 2,796,998 3.00%

张立杰 副总经理 767,896 0.8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事项的具体安排：

1、减持股东姓名：柳秋杰、张立杰；

2、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柳秋杰 690,000 0.74%

张立杰 190,000 0.20%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应该减持数量

做相应调整；

4、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的公司股份；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7、减持价格区间：依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柳秋杰、张立杰承诺：

“自弘宇农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弘宇

农机回购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该等弘宇农机股份。

在上述承诺的期限届满后，于本人在弘宇农机任职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弘宇农机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辞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辞职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转让的弘宇农机股份

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弘宇农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2、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柳秋杰、张立杰进一步承诺：

“若本人持有的弘宇农机股票于锁定期届满后24个月内进行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

于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期间， 弘宇农机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第1点所述之减持底价下限将相

应进行调整；

自弘宇农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弘宇农机的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经除权除息调整前的收盘价均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或者前述

6个月期末经除权除息调整前的收盘价低于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发行价格， 本人

持有弘宇农机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事项不因本人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柳秋杰、张立杰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

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

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减持进展

情况公告。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柳秋杰、张立杰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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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控股股东辛军先生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辛军 是 11,600,000 99.37 12.43 否 否

2022年11

月28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青岛青银金

融租赁有限

公司

补 充 流

动资金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

辛军 11,673,928 12.51 0 11,600,000 99.37 12.43 0 0 0 0

于晓卿 15,009,337 16.08 0 0 0 0 0 0 15,009,337 100

拉萨经济技

术开发区祥隆

投资有限公司

753,659 0.8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7,436,924 29.40 0 11,600,000 42.28 12.43 0 0 15,009,337 94.77

二、备查文件

1、辛军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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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组建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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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附属一公局集团、中交投资与中交集团、中交集团附属中交房地产、中交物业拟共同出资组建中交物业

集团，交易金额约为1.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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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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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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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亿

元之后为38.4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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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物业服务集团 指 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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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房地产 指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

4 中交物业 指 中交物业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

5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6 中交投资 指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7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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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基本情况：公司附属一公局集团、中交投资与中交集团、中交集团附属中交房地产、中交物业拟共

同出资组建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其中，中交房地产以货币形式出资6,680万元，持有股权占

比22.3%；中交物业以股权形式出资8,620万元，持有股权占比28.7%；一公局集团以“货币+股权” 形式出资7,200

万元，持有股权占比24.0%；中交投资以股权形式出资4,500万元，持有股权占比15.0%；中交集团以货币形式出资

3,000万元，持有股权占比20.0%。

（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公司拟参股组建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旨在集中内部专业能力和优势资源，实现

物业领域更好发展。

（三） 2022年11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组建所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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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集团及附属中交房

地产、中交物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二） 中交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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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财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交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24,338,606万元，净资产为56,138,551万

元，2021年的营业收入为84,282,649万元，净利润为3,050,418万元。

（三） 中交房地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3355015281

3.�成立时间：2015年3月24日

4.�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李永前

6.�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5号2号楼八-九层

7.�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

房；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8.�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 财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交房地产的总资产为69,407,040万元，净资产为13,089,436万元，

2021年的营业收入为11,879,090万元，净利润为748,059万元。

（四） 中交物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交物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751532510

3.�成立时间：2011年8月18日

4.�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孙雪峰

6.�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南里8号楼2-328室

7.�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品销售；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设计；物

业管理；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

8.�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9.� �财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交物业的总资产为65,286万元，净资产为22,489万元，2021年的营业

收入为18,537万元，净利润为1,113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型属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一） 公司名称：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鑫桥中路3号院4号楼8层

（三）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四）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五） 出资方式：以“货币+股权”形式出资

（六）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游览景区管理；城市绿化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

停车场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

筑物清洁服务等。

（七）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交房地产 货币 6,680 22.3%

2 中交物业 股权 8,620 28.7%

3 一公局集团

股权 3,737

24.0%

货币 3,463

4 中交投资 股权 4,500 15.0%

5 中交集团 货币 3,000 10.0%

- 合计 - 30,000 100.0%

（八） 拟设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四、 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 定价情况及依据

以股权形式出资的，按照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资产评估备案结果为准。

1.�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整合所涉及的中

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782号），选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以2022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270.09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9,389.46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880.63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736.37

万元，增值额为1,855.75万元，增值率为98.68%。 截至评估基准日，一公局集团持有中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即：中交一公局集团持有中交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3,737万元。

2.�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整合所涉及的重

庆中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783号），选用收益法评

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以2022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重庆中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840.03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5,158.16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681.87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4,

501.68万元，增值额为3,819.81�万元，增值率为560.19%。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交投资持有重庆中交物业公司100%

股权。 即：中交投资持有重庆中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4,500万元。

3.�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交物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限公司

的股权作为出资注入拟新设立的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所涉及的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781-01号），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以2022年8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2,780.91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1,371.7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409.21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6,037.23万元，增值额为4,628.03万

元，增值率为328.41%。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交物业持有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整合所涉及的中交物

业广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781-03号），选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作为评估结论。 以2022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中交物业广州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2,

240.56�万元；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021.13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219.43万元，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

339.44万元，增值额为1,120.01万元，增值率为91.85%。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交物业持有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限公

司30%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整合所涉及的中交物

业（海南）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1781-02号），选用收益法评估

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以2022年8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物业（海南）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1,

574.13�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1,014.5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559.63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1,852.46万元，增值额为1,292.82万元，增值率为231.01%。 截至评估基准日，中交物业持有中交地产北京物业有

限公司51%股权。

即：中交物业持有上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8,620万元，最终以资产评估备案结果为准。

（二） 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以上述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与评估价值相一致。 收益法中预测的主要参数与基于评估假设推断出

的情形一致，对未来收益的预测有比较充分、合理的依据，对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了严谨分

析，预测符合市场规律。 从客观角度考虑，本次评估选取收益法结果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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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与实际出资情况相符。 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

五、 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同主体：中交房地产（甲方）、中交物业（乙方）、一公局集团（丙方）、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丁方）、中

交集团（戊方）。

（二） 注册资本及出资方式：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其中甲方认缴出资人民币6,6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3%；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8,6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8.7%，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7,2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24.0%，丁方认缴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0%，戊方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10.0%。

乙方以股权出资8,620万元，丙方以股权出资3,737万元，丁方以股权出资4,500万元，该等股权的财产价值依

据各方一致认可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三） 出资期限：中交物业集团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整。各股东按照前述约定的出资比例，在2023

年3月31日前完成出资。各方以货币形式出资的部分，在2023年3月31日前将货币缴入中交物业集团银行账户，以股

权资产出资的部分，2022年12月31日前将股权出资至中交物业集团，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六、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股组建中交物业服务集团，能够集中中交集团内部专业能力和优势资源，实现物业领域更好发展。

七、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组建所涉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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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认为该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八、 上网公告附件

（一）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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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部分子公司增资

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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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的附属公司一航局、二航局、一公局集团、中交路建、中交建筑（以上5家公司合并或单独称为标的公

司）拟引进农银投资、建信投资、国寿资产（上述3家公司合并或单独称为投资者）合计增资总规模90亿元，增资资

金用于清偿标的公司及其合并报表附属企业的债务。

●本次交易是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

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作为标的公司股东，仍然拥有对5家标的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

易。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一航局 指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2 二航局 指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3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4 中交路建 指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中交建筑 指 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6 农银投资 指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7 建信投资 指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 中银投资 指 中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国寿资产 指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鑫麦穗 指 深圳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公司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公司附属的一航局、二航局、一公局集团、中交路建、中交建筑拟引进农

银投资、建信投资和国寿资产3家专业化债转股机构对其以货币方式增资总规模不超过90亿元，增资资金用于清偿

标的公司及其合并报表附属企业的债务。 其中农银投资以货币方式向一航局增资10亿元，增资完成后农银投资持

有一航局8.80%的股权；国寿资产、农银投资以货币方式向二航局合计增资20亿元，增资完成后国寿资产持有二航

局3.37%的股权、农银投资持有二航局8.88%的股权；国寿资产、农银投资以货币方式向一公局合计增资40亿元，增

资完成后国寿资产持有一公局8.84%的股权、农银投资持有一公局2.94%的股权；建信投资以货币方式向中交路建

合计增资10亿元，增资完成后建信资产持有中交路建4.22%的股权；农银投资、建信投资以货币方式向中交建筑合

计增资10亿元，增资完成后建信投资持有中交建筑9.71%的股权、农银投资持有中交建筑3.04%的股权。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作为5家标的公司控股股东，对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

变。

(二)�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2022年11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航局、二航局、一公局、中交路建、中交建

筑5家单位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议案》，批准本次债转股，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投资者的情况介绍

(一)�农银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0GP8H2H

法定代表人 许多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经营范围 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等。

经营期限 2017-08-01�至无固定期限

2.�股东情况

农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农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农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201.85亿元，净资产为247.19亿元，营业收入50.47亿元，

净利润28.05亿元。

(二)�国寿资产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2101M

法定代表人 王军辉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7号中国人寿中心14至18层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受托或委托资产管理业务；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经营期限 2003-11-23�至无固定期限

2.�股东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寿资产60%的股权，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持有国寿资产40%的股权。

3.�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国寿资产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国寿资产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70.09亿元，净资产为143.53亿元，营业收入51.27亿元，净

利润26.87亿元。

(三)�建信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0GH6K26

法定代表人 谷裕

注册资本 2,7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9号楼16层1601-01单元

经营范围 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依法依规面向合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等。

经营期限 2017-09-26�至无固定期限

2.�股东情况

建信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建信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建信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401.78亿元，净资产为317.12亿元，营业收入48.07亿元，净

利润36.13亿元。

三、 标的公司及本次增资的相关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一航局

企业名称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0001030610685

法定代表人 王洪涛

注册资本 698,319.96万元

注册地址 天津港保税区跃进路航运服务中心8#楼

经营范围 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等。

经营期限 1985-06-15�至无固定期限

2.�二航局

企业名称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6853910

法定代表人 由瑞凯

注册资本 496,992.48万元

注册地址 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1号

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等。

经营期限 1990-05-03�至无固定期限

3.�一公局集团

企业名称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7004524

法定代表人 韩国明

注册资本 673,181.69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周家井

经营范围 公路、桥梁、隧道、市政、房建、交通工程、铁路、机场、站场、车场和船坞的工程施工；工程总承包等。

经营期限 2006-10-16�至 2106-10-15

4.�中交路建

企业名称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9062789XU

法定代表人 赵天法

注册资本 380,222.45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武兴路7号216室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承包与公司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等。

经营期限 2012-02-23�至无固定期限

5.�中交建筑

企业名称 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23202XN

法定代表人 蔡彬

注册资本 209,422.95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114号

经营范围 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等。

经营期限 2006-10-17�至 2106-10-16

(二)�主要财务指标

1.�一航局（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21年末

资产总额 7,460,744.33 8,068,403.98 8,336,014.61

负债总额 5,860,923.08 6,288,464.13 6,431,474.85

所有者权益 1,599,821.25 1,779,939.85 1,904,539.76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3,917,276.49 4,465,260.28 5,251,814.80

净利润 136,086.30 124,165.27 98,028.25

2.�二航局（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21年末

资产总额 9,31,731.16 10,528,381.19 12,767,194.82

负债总额 7,569,838.48 8,413,324.49 10,111,360.90

所有者权益 1,761,892.68 2,115,056.69 2,655,833.91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7,434,926.44 7,622,513.51 8,689,907.20

净利润 124,742.79 103,703.71 144,302.26

3.�一公局集团（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21年末

资产总额 14,228,352.85 16,834,469.18 16,896,128.66

负债总额 11,892,038.53 13,851,012.30 13,702,757.59

所有者权益 2,336,314.32 2,983,456.88 3,193,371.07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10,251,383.78 12,020,866.35 12,410,200.44

净利润 84,819.81 131,184.10 182,005.43

4.�中交路建（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21年末

资产总额 6,470,960.76 5,812,624.53 7,126,999.92

负债总额 4,965,148.48 4,426,888.75 5,302,025.10

所有者权益 1,505,812.28 1,385,735.77 1,824,974.83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3,738,307.73 4,127,409.59 5,000,656.66

净利润 117,185.68 164,598.27 181,155.60

5.�中交建筑（合并口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20年末 2021年末

资产总额 5,207,157.08 6,919,063.50 6,649,468.80

负债总额 4,270,103.45 5,511,086.50 4,977,933.43

所有者权益 937,053.63 1,407,976.99 1,671,535.37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总收入 3,719,980.76 4,378,264.69 4,371,887.13

净利润 116,987.18 175,446.88 141,037.32

(三)�本次增资方案

1.�一航局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第11050号），评估机构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一航

局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665,084.86万元， 评估价值为2,280,848.18万元， 增值额为615,763.32万

元，增值率为36.98%。

增资后一航局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中国交建 601,003.84 90.09% 601,003.84 82.39%

工银资产 47,752.44 6.84% 47,752.44 6.55%

农银投资 33,042.45 4.73% 100,000 64,206.31 8.80% 货币

鑫麦穗 16,521.22 2.37% 16,521.22 2.26%

合计 698,319.95 100.00% 100,000 729,483.82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2.�二航局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1987号），评估机构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二航局经评

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2,283,751.77万元，评估价值为2,823,879.44万元，增值额为540,127.67万元，增值

率为23.65%。

增资后二航局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中国交建 380,979.81 76.66% 380,979.81 71.50%

建信投资 48,461.15 9.75% 48,461.15 9.09%

农银投资 29,370.79 5.91% 100,000 47,301.97 8.88%

工银投资 190,90.36 3.84% 190,090.36 3.58%

交银投资 190,90.36 3.84% 190,90.36 3.58%

国寿资产 100,000 17,931.18 3.37% 货币

合计 496,992.47 100.00% 200,000 532,854.83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3.�一公局集团

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22]第A10205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一公局经评估的股

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2,027,353.65万元，评估价值为3,035,500.00万元，增值额为1,008,146.35�万元，增值率为

49.73%。

增资后一公局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中国交建 587,344.57 87.25% 587,344.57 76.97%

建信投资 51,502.27 7.65% 51,502.27 6.75%

交银投资 34,334.85 5.10% 34,334.85 4.50%

国寿资产 300,000 67,431.2 8.84% 货币

农银投资 100,000 22,477.07 2.94% 货币

合计 673,181.69 100.00% 400,000 763,089.96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4.�中交路建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2060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路建经评

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734,903.23万元，评估价值为2,268,257.32万元，增值额为533,354.09万元，增值

率为30.74%。

增资后中交路建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中国交建 282,448.05 74.28% 282,448.05 71.15%

工银投资 29,440.63 7.74% 29,440.63 7.415%

交银投资 19,446.57 5.11% 19,446.57 4.90%

国寿资产 19,446.57 5.11% 19,446.57 4.90%

中银投资 29,440.63 7.74% 29,440.63 7.415%

建信投资 100,000 16,762.76 4.22% 货币

合计 380,222.45 100.00% 100,000 396,985.21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5.�中交建筑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2]第11089号），评估机构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建筑

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1,413,737.23万元， 评估价值为2,589,247.87万元， 增值额为1,175,510.65万

元，增值率为83.15%。

增资后中交建筑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注册资本金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

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

持股比例

增资

形式

中国交建 155,000.00 74.01% 155,000.00 71.20%

交银投资 19,473.99 9.30% 19,473.99 8.95%

工银投资 7,737.48 3.69% 7,737.48 3.55%

中银投资 7,737.48 3.69% 7,737.48 3.55%

建信投资 19,473.99 9.30% 20,000 21,126.61 9.71%

货币

农银投资 80,000 6,610.47 3.04%

合计 209,422.94 100.00% 100,000 217,686.03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四)�相关履约安排

1.�投资收益来源：收益主要来源于标的子公司的年度分红。

2.�公司治理安排：考虑到2019年第一期债转股投资机构已向一航局、二航局、一公局、中交路建、中交建筑5家

标的公司派驻董事，本次债转股业务不再新增任何外部董事。

3.�退出安排：资本市场退出、公司行使收购权、合意转让等退出方式，并灵活设置提前退出安排。

四、 本次债转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开展债转股业务，引入长期权益性资金，并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带息负债。 本次债转股可以有效增强

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和带息负债规模，优化财务结构。 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和可持续健康发展能力。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2-05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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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22年11月24日，公

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2022年11月29日，本次监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当出席

的监事人数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3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3名）。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附属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

团）、中交集团附属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物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17亿元。

2.�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组建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交集团共同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3.30亿元。

2.�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

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交建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交建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2-054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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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释义

1.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2. 中交投资 指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3. 中交房地产 指 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

4. 中交物业 指 中交物业有限公司，中交集团附属

5. 一航局 指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6. 二航局 指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7.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8. 中交路建 指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9. 中交建筑 指 中交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附属

10. 农银投资 指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1. 建信投资 指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2. 国寿资产 指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 工银投资 指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4. 交银投资 指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 鑫麦穗 指 深圳市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22年11月23日，公

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2022年11月29日，本次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出席

的董事人数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9名）。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附属一公局集团、中交投资与中交集团、中交集团附属中交房地产、中交物业共同出资组建中交物

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17亿元。

2.�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孙子宇先生、米树华先生已回避表

决。

4.�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中交物业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组建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1.�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交集团共同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3.30亿元。

2.�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发表独立意见。

3.�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王海怀先生、刘翔先生、孙子宇先生、米树华先生已回避表

决。

4.�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

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立中国交建尼加拉瓜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设立中国交建尼加拉瓜分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交建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中国交建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并印发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一航局、二航局、一公局、中交路建、中交建筑5家单位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议案》。

1.�同意一航局以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债转股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农银投资对一航局进行增资。 本

次增资完成后，一航局注册资本金由69.83亿元增至72.95亿元，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公司持股82.39%、工银投

资持股6.55%、农银投资持股8.80%、鑫麦穗持股2.26%。

2.�同意二航局采用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国寿资产对二航局进行

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 二航局注册资本金由49.70亿元增至53.29亿元， 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公司持股

71.50%， 建信投资持股9.09%， 农银投资持股8.88%， 工银投资持股3.58%， 交银投资持股3.58%， 国寿资管持股

3.37%。

3.�同意一公局集团采用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国寿资产、农银投

资对一公局集团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一公局集团注册资本金由67.32亿元增至76.31亿元，各股东的持股比

例分别为公司持股76.97%，国寿资产持股8.84%，建信投资持股6.75%，交银投资持股4.50%，农银投资持股2.94%、。

4.�同意中交路建采用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建信投资对中交路建

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交路建注册资本金由38.02亿元增至39.70亿元，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公司持股

71.15%，工银投资持股7.415%，中银投资持股7.415%，交银投资持股4.90%，国寿资产持股4.90%，建信投资持股

4.22%。

5.�同意中交建筑采用增资扩股还债模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农银投资、建信投资

对中交建筑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交建筑注册资本金由20.94亿元增至21.77亿元，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

为公司持股71.20%，建信投资持股9.71%，交银投资持股8.95%，工银投资持股3.55%，中银投资持股3.55%，农银投

资持股3.04%。

6.�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引进投资者对部分

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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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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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参股的江苏张靖皋大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由91.5亿元增加至110.86亿元，增加

19.36亿元。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由17.03%降低至14.05%。 本次放弃增资

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约为3.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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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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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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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亿

元之后为40.54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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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公司为项目公司初始股东，持股17.03%。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作

为股权投资人，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入股项目公司。 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该事项构成公司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关

联（连）交易。本次增资扩股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由91.5亿元增加至110.86亿元，增加19.36亿元。其中：中交集团出

资7,541万元，持股0.68%；公司股权由17.03%稀释至14.05%。 该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3,036.28万元。

（二） 公司基于发展和收益的整体考虑，拟放弃该部分股权对应的优先认购权。

（三） 2022年11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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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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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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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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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东/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财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交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24,338,606万元，净资产为56,138,551万

元，2021年的营业收入为84,282,649万元，净利润为3,050,418万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放弃项目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放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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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于2022年8月注册成立，目前暂未形成资产和负债。

（二） 项目公司的主要财务信息

项目公司基本财务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江苏张靖皋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915,011万元

3.�成立时间：2022年8月30日

4.�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168号9楼908-204室

5.�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汽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等业务。

6.�股权结构：

政府方合计持股70.36%，社会资本方合计持股29.64%，其中公司持股17.03%。

（三） 交易概况

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公司将进行增资，注册资本由91.5亿元增加至110.86亿元，增加19.36亿元。 公司不

参与本次增资，本次增资扩股后，中交集团出资7,541万元，持股0.68%；因此公司股权由17.03%稀释至14.05%，该

事项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3,036.28万元。

四、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定价公允合理。

五、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项目业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产生的。

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国交建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二） 本次交易不会新增关联交易和产生同业竞争。

六、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投资江苏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所涉关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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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交易遵循了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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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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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研时间：2022年11月29日（星期二）

（二）调研形式：线上会议

（三）调研地点：天津市北辰区龙洲道1号北辰大厦3号楼21层2109会议室

（四）调研机构（排名不分先后）：中信证券、银河证券、国海证券、阿拉丁能源、

国建易创、德邦基金、海南至同、禾永投资。

（五）公司接待人员：董事长、代理总裁孟庆林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

律顾问黄剑锋先生，财务总监焦二伟先生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二、调研主要内容

（一）公司向投资者介绍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及战略发展方向

1、2022年，公司克服疫情冲击，坚持统筹推进生产经营、改革创新等各项工作，

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25亿元，同比增长16.74%。

2、“十四五”期间，公司以绿色低碳为中心，聚焦节能环保工程、装备制造、建筑

节能材料三大主业，进一步加大绿能产业投资和运营、工程建设、材料及装备制造业

务发展，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绿色综合能源服务商。

（二）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1： 您好， 请问贵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会给公司带来那些积极影

响？ 未来如果想尽力实现考核目标，将从哪些方面发力？

回复：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

司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员工和业务骨干的积极性、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保障公司发展战略规划顺利

实现，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前，公司为实现股权激励考核指标正努力推动相关工作。 一是坚持战略引领，

推动战略落地。 二是聚焦主业，紧盯目标任务，强化目标分解和考核。 三是大力拓展

市场，进一步增加合同保有量。 四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 五是深入

推进“三精管理” ，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高项目和产品毛利率。

问题2：我们了解到公司被纳入了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名

单” ，请问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有哪些做法和成效？

回复：公司始终坚持“三会” 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

制度要求，结合经营实际，不断完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等制度，构建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的良性治理循环，形成了严密的公司治理制度体

系和运作机制，曾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A级评价、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

奖、上市公司金质量社会责任奖、监事会积极进取50强奖、第二届新时代资本论坛金

骏马奖最具社会责任之公益先锋奖等奖项。 同时，公司通过制定所属分子公司的管

理办法等制度，强化对成员企业公司治理、重大事项报告等方面的管控，并督促成员

企业结合实际情况，配齐配强专职或兼职的公司治理工作人员。 公司总部还建立了

全级次企业“三会” 召开情况数据系统，全面了解成员企业公司治理运作的基本情

况、及时开展督促指导。

接下来，公司将以本次纳入国务院国资委“公司治理示范企业” 名单为契机，强

化公司治理工作，推动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问题3：财报显示，公司第三季度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公司采取了哪些好的

措施？

回复：为降低信用减值损失，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公司成立清欠领导小

组和工作小组，明确应收账款清欠任务，压实责任。 二是建立应收账款管理体系，强

化客户信用管控。 三是建立应收款项数据库，提升预警能力，及时采取清收措施。

问题4：公司最近正在研究的水泥工厂“零外购电” 项目进展如何？ 突出优势在

哪里？

回复：水泥工厂“零外购电”技术涉及余热发电、光伏、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储能等多个领域，公司联合行业相关优势企业开展了多电耦合的供能侧理论研究及

成套技术开发、源网荷储一体化及多能互补能源管理平台的研究工作，同时与新疆

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推动示范项目落地。 近期，公司牵头的《水泥工厂“零外购

电” 成套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入围第二批全国建材行业重大科技攻关 “揭榜挂

帅” 项目。

公司拥有完整的节能环保工程服务资质体系， 在余热发电领域处于行业领先，

尤其是在水泥余热发电领域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和运行经

验，拥有从事地热能、工业储能、垃圾和生物质锅炉的专业化公司，为实施水泥工厂

“零外购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题5：公司节能环保工程业务中，涉及运营的BOOT/EMC模式的商业模式是

怎样的，未来发展如何？

回 复 ：BOOT 是 指 建 设 － 拥 有 － 运 营 － 移 交

（Build-Own-Operate-Transfer），由出资方投资建设并运营，运营期结束后移交

给业主的业务模式。 EMC即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由出资方与耗能企业签订能源服务

合同，投资建设并运营，实现节能效益共享。 公司以BOOT/EMC模式累计签订了21

个（含2个境外投资项目）项目合同。 公司将继续加大余热发电、分布式光伏等绿能

产业投资运营，为企业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问题6：近期《水泥行业碳减排技术指南发布》，作为行业专业节能环保公司，未

来在水泥行业双碳发展上有什么计划？

回复：一是加快余热发电技术的更新换代，提高电站的智能化水平，加大窑头循

环风、窑筒体辐射热回收等技术开发，提高余热资源综合利用率；二是以承担全国建

材行业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 项目为契机，积极与中科院就绿氢替代煤煅烧水

泥熟料开展联合研究；三是开展水泥工厂“零外购电” 技术的研究，大力推广光伏、

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储能等清洁能源和技术在水泥工厂的应用；四是依托成立

的碳资产管理公司，积极与碳资产交易机构及高校等有关机构开展合作，推动与行

业高耗能企业在碳减排、碳中和及其他节能改造、清洁能源业务中的有效协同。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对于本次机构投资者调研问答中涉及的对外部环境

判断、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计划等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