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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新疆

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路桥”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北新路桥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概况 

根据北新路桥业务发展需要及实际情况，北新路桥需新增与关联方新疆建融

国有资本运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兵团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同时，须对新疆兵团第四建

筑安装工程公司、新疆北新土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超出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日常关

联交易做出补充预计。 

（二）2018 年度公司新增与关联方预计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补充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

联人

销售

商品、

产品 

新疆兵团第四建筑

安装工程公司 
销售商品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4,000.00 447.72 - 

新疆北新土木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3,000.00 899.31 - 

小计   7,000.00 1,347.03 - 

向关

联人

提供

新疆建融国有资本

运营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服务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21.00 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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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补充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劳务 小计   21.00 11.05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新疆昆仑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600.00 51.87 - 

新疆兵团工业设备

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850.00 3.00 - 

小计   1,450.00 54.87 - 

合计 8,471.00 1,412.95 - 

备注：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2018 年新疆建融国有资本运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成为北新路桥的间接控股股东，导致 2018 年新疆建融国有资本运营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北新路桥的关联方。2017 年度，上述公司与

北新路桥不具有关联关系，因而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新疆建融国有资本运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愚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出资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土地开发经营；投资、

企业重组兼并、财务咨询服务。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河滩北路 1067 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5,425,512.94

万元，净资产为 1,525,319.5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93,423.72 万元，净利润为

3,590.0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建融国有资本运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北新路桥实

际控制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之全资子公司，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新疆兵团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学生 

注册资本：111,442.196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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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程总承包叁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园林绿化，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房屋租赁，货物与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南路 169 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11,630.33

万元，净资产为 133,528.7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9,211.90 万元，净利润为-7.2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兵团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与北新路桥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3、新疆北新土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开其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市政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

润滑油，钢材，机械设备及配件，建筑材料，通讯器材（二手手机销售除外），

汽车配件，五金交电。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阿勒泰路 2626 号德海大厦写字间三楼 1、2、

7、8 号房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78,532.96

万元，净资产为 12,232.3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509.76 万元，净利润为-150.4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北新土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北新路桥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兵团建工集团持有其 100%股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4、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勇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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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房屋租赁，办公设备租赁。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五星北路 259 号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40,890.30

万元，净资产为 5,980.3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540.26 万元，净利润为 333.1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昆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系新疆建咨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新疆建咨集团有限公司与北新路桥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5、新疆兵团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祥慧 

注册资本：11,157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锅炉安装；压力管道的安装；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建筑

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具体经营项目以建设部门核

发的资质证书为准）。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安装、维修（级）；销售：机电设备、高低压电气设备、仪表仪器设备、电力金

具、压力容器、电梯及配件、五金变电、化工产品、电线、电缆、建材、钢材。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 2188 号红光雅居 2 号公建楼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36,691.74

万元，净资产为 8,161.76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5,173.72 万元，净利润为-478.4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新疆兵团工业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系新疆北新建材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北新建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新路桥受同一母公司控

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公司经营稳定，具备履约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系北新路桥正常的生产经

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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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进行结算。若无国家物价

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则比照当地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获取办法为通过市场调

研，了解其他方采购或销售价格；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经双方协商同意，

以合理成本费用加上合理的利润确定产品价格或按协议价结算，价格与其向第三

方销售（采购）价格相同，确保关联交易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对于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北新路桥将按照规定履行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北新路桥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基于资源合理配置，并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

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接受关联方劳务属北新路桥正

常运营、未来发展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北新路桥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北新路桥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

财务、人员等方面均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北新路桥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相关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彬、黄为群回避表决，并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杨文成、杨锦回避表决，并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马洁、黄健、罗瑶对本次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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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而产生的，

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体现了公平、公

允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原因，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补充预计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合

理的，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资料、会议审议结果、独立董事意见，与

相关管理人员就日常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定价公允性等事项进行沟通了解，保荐

机构认为： 

北新路桥补充预计 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公司与

上述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正常交易事项，发生的交

易事项均属合理、必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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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 

冯群超 

 

 

  _________________ 

施  东 

 

 

保荐机构: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