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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9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四公局、中交城投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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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附属公司四公局、中交城投（上述 2 家公司合并或单独称为标的

公司）拟引进工银投资、中银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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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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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的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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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

股东，仍然拥有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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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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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1  四公局 指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2  中交城投 指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3  工银投资 指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  中银投资 指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  国寿资产 指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 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公司“降杠杆、减负债”工作要求，公司附属的四公局和中交

城投引进工银投资、中银投资、国寿资产 3 家专业化债转股机构对上述 2 家标

的公司合计增资总规模约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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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工银投资、中银投资以货币方式向四公局分别增资 10 亿元，

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和中银投资分别持有四公局 3.69%股权；工银投资和国寿

资产分别以货币方式向中交城投增资 10 亿元、8 亿元，增资完成后工银投资持

有中交城投 5.28%股权，国寿资产持有中交城投 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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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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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

公局、中交城投 2 家单位开展债转股业务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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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投资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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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1R80HU09 

法定代表人 冯军伏 

注册资本 2,7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 幢 19-20 层 

经营范围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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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转股，经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17-09-26 至 无固定期限 

2. 股东情况 

工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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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工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456 亿元，净资产

为 151 亿元，营业收入 47 亿元，净利润 11 亿元。 

(二) 中银投资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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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0000MA018TBC9L 

法定代表人 黄党贵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 C 座 1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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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债

转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 2017-11-16 至 无固定期限 

2. 股东情况 

中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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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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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4.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87 亿元，净资产为

111 亿元，营业收入 10 亿元，净利润 9 亿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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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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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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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国寿资产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7 亿元，净资产为

122 亿元，营业收入 43 亿元，净利润 21 亿元。 

三、 标的公司及本次增资的相关情况 

(一) 基本情况 

1. 四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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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23202XN 

法定代表人 蔡彬 

注册资本 193,948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114 号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

等。 

经营期限 2006-10-17 至 2106-10-16 

2. 中交城投 

企业名称 中交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337901795H 

法定代表人 芮捷 

注册资本 37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 162 号中华总商会大厦 16 层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实业投资，境内外交通、市政、环保、造地工程

等基础设施投资等。 

经营期限 2015-05-18 至 无固定期限 

(二) 主要财务指标 

1. 四公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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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3,373,299.29  5,207,157.08  6,919,063.50  

负债总额 2,854,350.34 4,270,103.45 5,511,086.50 

所有者权益 518,948.95 937,053.63 1,407,976.99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12月 

营业总收入 3,147,118.44 3,719,980.76 4,378,264.69 

净利润 105,365.07 116,987.18 175,446.88 

2. 中交城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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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末 2019年末 2020年末 

资产总额 2,733,709.84 3,258,899.53 4,469,409.76   

负债总额 1,980,313.05  2,347,451.24  3,203,426.34  

所有者权益 753,396.79 911,448.30 1,265,9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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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12月 2020年 1-12月 

营业总收入 456,150.01 1,088,552.73 1,193,501.89 

净利润  111,925.70   165,403.99  200,733.51  

(三) 本次增资方案 

1. 四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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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 10993 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

估，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四公局经

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111,580.4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541,073.85 万

元，增值额为 1,429,493.44 万元，增值率为 128.60%。 

增资后四公局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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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155,000.00 79.92%  155,000.00 74.02%  

交银投资 19,473.99  10.04%  19,473.99  9.30%  

建信投资 19,473.99  10.04%  19,473.99  9.30%  

工银投资   100,000 7,737.48 3.69% 货币 

中银投资   100,000 7,737.48 3.69% 货币 

合计 193,947.98 100.00% 200,000 209,422.95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2. 中交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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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第 2165 号），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分别进行了评估，最

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交城投经

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3,051,748.29 万元，评估价值为 4,050,037.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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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值额为 998,288.79 万元，增值率为 32.71 %。 

增资后中交城投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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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371,000.00 100%  371,000.00 90.49%  

工银投资   100,000 21,652.86 5.28% 货币 

国寿资产   80,000 17,322.29 4.23% 货币 

合计 371,000.00 100.00% 180,000 409,975.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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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预期收益率：预期投资收益率为 5.6%/年。收益主要来源于标的公司

的年度分红。 

2. 标的公司治理机制：本次债转股业务四公局不再新增外部董事。中交城

投为首次开展债转股，预计投资者将向中交城投派驻董事 1 名。投资者向标的

公司派驻董事的具体安排将根据实际投资情况确定。 

3. 投资期限和退出路径：投资期限为 5 年，到期后可协商一致继续持有，

或者公司行使收购权、资产重组交易、公司协助转让等方式退出，并灵活设置

提前退出安排。 

4. 特殊情形的处置安排：如约定期限届满或者标的公司触发特殊事件（年

度分红不足预期收益、资产负债率超限、标的公司破产清算等），公司未能收

购其股权，则公司应于约定期限内完成协助转让及差额补足（如需），如未能

完成协助转让的，投资机构的分红率跳升，每年跳升 100BP，累计不超过

30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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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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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息负债。本次债转股可以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和带息负债规模，调整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本次债转股完成后，公司带息负债减少，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积极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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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