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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深 圳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SHENZHEN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8）

深 圳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財 務 顧 問

主 要 交 易 及 關 連 交 易

清 連 公 路 的 建 議 收 購

董事欣然宣布，在2005年2月3日，本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的美華公司、鍾先生、春陽

公司、鷹君公司、高匯公司及珠海新長江達成框架協議，以使本集團能夠根據本收購獲

得清連公司合共56.28%的權益。

本收購由一系列交易組成，包括鷹君交易、春陽交易及美華交易。按鷹君交易協議，本

公司將收購鷹君公司從新粵交通獲取的清連公司14.18%的股權及相關股東貸款和利息。

按春陽交易協議，本公司將收購春陽公司在清連公司17.1%的股權，連同其在清連公司的

全部股東貸款及利息。按美華交易協議，美華公司將間接收購由春陽公司持有的清連公

司25%的股權。當本收購完成後，本公司將直接及間接地持有清連公司56.28%的權益。

本收購的總代價為人民幣1,839,200,000元（約1,735,094,339港元），將全數以現金支付。

本收購的代價連同本收購其它條款是協議各方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本公司已考慮到

以「收購原因」為題的段落所描述的收購原因。

清連公司的經營範圍為建設、經營管理清連公路及相關配套設施。清連公司所持有的清

連一級公路將被改造為高速公路，計劃於2005年下半年動工（取決於相關政府機構的批

准），涉及的總資本開支估計約為人民幣3,900,000,000元（約3,679,245,283港元），預計將

在交易完成後由清連公司通過銀行貸款的方式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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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本收購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由於新粵交通是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

限公司（本公司發起人）的聯繫人，而新粵交通在清連公司擁有權益且新粵交易與鷹君交

易的關係密切，故根據上市規則，鷹君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該等協議項下的本收購受申報、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所限。由於廣東省路橋

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約2.96%股權，其將於臨時股東大會就批准本收購作出相關

決議時放棄投票權。除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其聯繫人士外，並無其它股東於

鷹君交易中存在任何利益並因此須於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本收購向本公司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協議之條款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

立股東提供意見。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收購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本收購的推薦

建議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和臨時股東大會通知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在可行

之時盡快發送給各股東。

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H股股票於2005年2月4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停牌，以待刊

發此公告。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本公司H股股票於2005年2月16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

復交易。

清連公司資料

清連公司為一家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於1995年2月23日在中國廣東成立，經營期限自1995年

2月23日起33年，其主要及唯一重大資產乃擁有清連公路及相關配套設施。

根據清連公司的合作合同，清連公司的年可分配收益按以下規定分配：

(1) 償還清連公司當年應向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償還的貸款本息；

(2) 按清連公司當前股東所持有權益的比例償還當年應償還的股東貸款和應計利息；

(3) 上列第(1)項償清後且全部股東貸款和應計利息償清後的當年可分配收益餘額按當前股

東所持有清連公司權益的比例分配給當前股東。

按照清連公司的合作合同，清連公司的董事會由15名董事組成，春陽公司及新粵交通可分

別委派7名和2名董事。粵清公司和廣州水泥可各委派3名董事。春陽公司還有權委派清連公

司的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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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關清連公司的財務數字乃由清連公司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截至2002年12月31日及

200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計報告所摘錄：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02年 2003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淨資產 635,874,015 532,451,701

總資產 3,195,005,217 2,933,580,373

稅後利潤（虧損） (136,011,371) (103,422,314)

根據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的批准，清連公司於成立時的總投資額為人民幣

3,500,000,000元（約 3,301,886,792港元）， 其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 1,200,000,000元（約

1,132,075,472港元）。根據清連公司的管理層報表，於2004年12月31日，清連公司應付股東

的股東貸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433,644,740元（約 409,098,811港元）及 67,055,615美元（約

523,033,797港元），應計利息約為人民幣265,585,280元（約250,552,151港元）及50,224,714美

元（約391,752,770港元）。股東貸款及應計利息的詳情如下：

股東貸款註1

本金 應計利息

清連公司股東 股本權益 （截至2004年12月31日） （截至2004年12月31日）

春陽公司， 42.10% 50,180,127美元 約40,806,241美元

於英屬維京群島成立 （約391,404,991港元） （約318,288,681港元）

新粵交通， 14.18%註 2 1. 16,875,488美元 約9,418,473美元

於香港成立 （約131,628,806港元） （約73,464,089港元）

2. 人民幣498,756元 約人民幣224,782元

（約470,525港元） （約212,058港元）

粵清公司， 20.09% 人民幣198,809,120元 約人民幣121,668,499元

於中國成立 （約187,555,773港元） （約114,781,603港元）

廣州水泥， 23.63% 人民幣234,336,864元 約人民幣143,691,999元

於中國成立 （約221,072,513港元） （約135,558,490港元）

註：

1、股東貸款的期限自清連公司收到相關股東貸款起10年，年利率為10%。

2、受制於新粵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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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陽公司及其最終股東鍾先生均為獨立第三者。

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實質持有新粵交通49%的股權。廣東省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同時持有

廣東路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發起人之一，持有本公司2.96%的股權）全部的已發行

股本。

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如以上所述，乃本公司發起人）持有粵清公司84%的股權。

除了以上所披露，據董事所知，清連公司的現有股東或其最終股東均為獨立第三者。

框架協議

協議日期

2005年2月3日

協議方

(1)鍾先生；(2)春陽公司；(3)鷹君公司；(4)高匯公司；(5)珠海新長江；(6)美華公司及(7)本

公司。鍾先生是春陽公司及高匯公司所有股份的實質及註冊股東。

交易

框架協議列出本公司收購春陽公司及鷹君公司在清連公司所有股權的意向（就鷹君公司而

言，其股權從與新粵交通的協議獲取），以有效控制清連公司56.28%的股權，及獲取等值共

約523,033,797港元的由清連公司股東向清連公司提供的附息股東貸款及截至2004年12月31

日的應計利息共約391,752,770港元。

本收購的總代價為人民幣1,839,200,000元（約1,735,094,339港元），包括(1)收購春陽公司在

清連公司 17.1%的股權及所有股東貸款及利息所應付的人民幣 1,110,000,000元（約

1,047,169,811港元）（交易詳情請參考標題為「春陽交易協議」的部分）；(2)收購春陽公司所有

已發行股本（或由美華公司指定的新成立的高匯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以持有清連公司25%

的股權所應付的人民幣390,000,000元（約367,924,528港元）（交易詳情請參考標題為「美華交

易協議」的部分）；及(3)收購鷹君公司在清連公司14.18%的股權及股東貸款和利息（從與新

粵交通的協議取得）所應付的人民幣339,200,000元（約320,000,000港元）（交易詳情請參考標

題為「鷹君交易協議」的部分）。總代價的詳情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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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收購權益

(1) 於清連公司的 (2) 截至2004年12月31日 (3) 截至2004年12月31日

交易 代價 股本權益 之股東貸款 之應計利息

人民幣 等值港幣 % 等值港幣（註） 美元 等值港幣 美元 等值港幣

春陽交易 1,110,000,000 1,047,169,811 17.10 337,476,139 50,180,127 391,404,991 40,806,241 318,288,681

美華交易 390,000,000 367,924,528 25.00 367,924,528 無 無 無 無

鷹君交易 339,200,000 320,000,000 14.18 114,907,105 16,875,488 131,628,806 9,418,473 73,464,089

合計 1,839,200,000 1,735,094,339 56.28 820,307,772 523,033,797 391,752,770

註： 此金額乃將各自的代價減去各自的股東貸款和應計利息後得出。

鷹君交易的代價主要以新粵交通與鷹君公司在新粵交易中所達成的價格為基礎。春陽交易

的代價為人民幣1,110,000,000元（約1,047,169,811港元），包括清連公司17.1%的股權以及截

至 2004年 12月 31日的股東貸款 50,180,127美元（約 391,404,991港元）及應計利息共約

40,806,241美元（約 318,288,681港元）。美華交易的代價為人民幣 390,000,000元（約

367,924,528港元），僅包括清連公司25%的股權。美華交易與春陽交易實質上是一個交易的

組成部分，因此其各自的代價應被合計為一個約為人民幣15億元的總代價。該總代價是本

公司、鍾先生與春陽公司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因其反映了為取得清連公司控股權所支

付的溢價，故確定代價的基準較鷹君交易的代價為高。

由於春陽公司只持有清連公司42.1%的權益而本公司擬獲取清連公司的控股權，鍾先生同意

與清連公司的其他合作方協商以確保本公司可獲得清連公司的控股權。基於上述背景，鷹

君公司與新粵交通達成一項協議以使新粵交通同意據此轉讓其持有的清連公司14.18%股權

以及股東貸款和利息給鷹君公司。在鷹君公司於2005年1月28日與新粵交通成功達成這樣的

該項協議後，本公司同意按鷹君交易協議向鷹君公司收購該等權益。

框架協議下的整體收購乃是由三個不同的詳細協議構成，詳情載列於本公告的後段。根據

有關春陽交易的第一份協議，本公司將收購春陽公司在清連公司42.1%股權中的17.1%股

權，連同截至2004年12月31日原由春陽公司提供給清連公司的股東貸款50,180,127美元（約

391,404,991港元）及全部應計利息共約40,806,241美元（約318,288,681港元）。根據有關美華

交易（需在春陽交易完成後完成）的第二份協議，美華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香港

成立）將向鍾先生收購持有清連公司餘下25%股權的春陽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或由美華

指定的新成立的高匯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本公司有絕對的酌情權決定以上交易按下述

方式完成：(1)本公司直接收購春陽公司或高匯公司在清連公司的25%股權；或(2)美華公司

或其指定的公司收購持有清連公司42.1%股權的春陽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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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連公司為一家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由於本公司在本收購完成後，擬保持清連公司中外合

作經營企業的地位，因此本公司決定由美華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香港成立）作

為外方間接持有清連公司25%的股權。如果在2005年12月31日或之前，本公司未能獲得有

關政府機構對美華公司增加註冊資本的批准以完成美華交易。而必須由本公司直接收購春

陽公司或高匯公司（如果春陽公司已完成將清連公司25%的股權向高匯公司的轉讓）持有的

清連公司25%股權，從而使清連公司不再是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美華交易協議的代價人民幣

390,000,000元（約367,924,528港元）將被核減等值50,000,000港元（約人民幣53,000,000元）的

人民幣金額，該金額是本公司與合約各方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

將與春陽公司（或高匯公司，視具體情況而定）簽署一項協議以代替目前的美華交易協議，

而新的交易應在2006年3月31日或之前完成。由於美華公司沒有足夠的資本獨立完成美華交

易，本公司作為其母公司，需取得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由中國㶅出資金到香港給美華公司

以增加其註冊資本。由於本收購尚待股東批准，本公司並未申請對美華公司增加註冊資

本。如果未獲得相關的政府批准，本公司將可能直接向春陽公司或高匯公司收購清連公司

25%的股權。

根據有關鷹君交易的第三份協議，本公司將收購鷹君公司通過新粵交易從新粵交通獲取的

清連公司 14.18%股權及截至 2004年 12月 31日清連公司應付新粵交通的相關股東貸款

16,875,488美元（約131,628,806港元）及應計利息9,418,473美元（約73,464,089港元）。本公司

不是新粵交易的協議方，鷹君交易將在新粵交易完成後進行。就董事所知，新粵交易於本

公告日尚未完成。

鷹君交易的完成不是美華交易及春陽交易進行的前提條件。即使鷹君交易無法完成，本集

團仍可能繼續進行美華交易和春陽交易。

為了確保本協議的責任得以履行，(1)鍾先生將所有春陽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抵押給美華公

司；(2)鍾先生將所有高匯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抵押給美華公司；(3)在美華交易中，如果春陽

公司抵押給五羊工行的清連公司42.1%的股權和債權解除時，美華交易未能完成，春陽公司

將其於清連公司的25%股權抵押給本公司作為擔保；(4)在春陽公司已將25%清連公司股權

轉讓予高匯公司後，高匯公司將其在清連公司25%股權質押給本公司作為擔保；(5)當新粵

交易完成時，鷹君公司將清連公司的14.18%股權及債權抵押給本公司以作擔保；及(6)當按

春陽交易支付給春陽公司人民幣55,000,000（約51,886,792港元）的定金後，鍾先生將促使所

有春陽公司董事由本公司指定；春陽公司促使所有由春陽公司提名的清連公司董事由本公

司指定；當高匯公司成為清連公司的股東時，高匯公司促使所有高匯公司提名的清連公司

董事由本公司指定；及當鷹君公司成為清連公司股東時，鷹君公司促使所有鷹君公司提名

的清連公司董事由本公司指定。

鍾先生、春陽公司、高匯公司、鷹君公司、珠海新長江不可撤銷地承諾以及促使清連公司

的董事會及其它清連公司的合資夥伴批准框架協議所預計的所有交易、批准改造清連一級

公路為高速公路及批准清連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以籌措改建清連一級公路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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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前架構圖：

新粵交易完成後但本收購完成前架構圖：

收購後之架構圖：

本收購的代價連同本收購其它條款是協議各方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並考慮了董事估計

清連公司的價值在人民幣30億元到人民幣36億元之間（假設清連一級公路被成功改造成高速

公路）及以「收購原因」為題的段落所列的收購原因。

本集團將會以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為本收購籌措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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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本收購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框架協議及其他協議；

(b) 就清連公司的財務、稅務、業務、及其它一切法律狀況，及框架協議下的轉讓方擁有清

連公司的股權及債權狀況，框架協議下的轉讓方向本公司提供真實、完整、有效的法律

文件和數據；以及本公司和美華公司在擁有絕對的酌情權下對清連公司的各項盡職調查

結果感到滿意；

(c) 有關政府機構批准將清連一級公路改造為高速公路及按高速公路的標準收費，且收費批

准須列明收費的年限；

(d) 如果本公司決定在美華交易中直接向春陽公司或高匯公司收購清連公司25%的權益，該

收購必須在2006年3月31日或之前完成；

(e) 按五羊工行的承諾解除春陽公司以其在清連公司42.1%股權及債權向五羊工行提供的現

有抵押；及

(f) 所有框架協議下的交易得到所必需的同意、批准、登記及備案。

如任何先決條件不能達成，本公司有權終止框架協議下的所有交易，而鍾先生、春陽公司

（及／或高匯公司）及鷹君公司需向退還所有已向本公司及／或美華公司收取的款項，包括

以下描述的定金。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會發布相應公告。

擔保人

鍾先生、春陽公司、高匯公司及鷹君公司對其在框架協議及有關協議下應履行的義務，共

同及個別承擔保證責任。珠海新長江對鍾先生、春陽公司、高匯公司及鷹君公司在框架協

議及有關協議下應履行的義務承擔保證責任。

春陽收購協議

協議日期

200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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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方

受讓方： 本公司

轉讓方： 春陽公司

擔保人： (1) 鍾先生

(2) 高匯公司

(3) 鷹君公司

(4) 珠海新長江

交易

本公司將收購春陽公司在清連公司42.1%股權中17.1%股權，連同春陽公司提供給清連公司

的50,180,127美元（約391,404,991港元）股東貸款及截至2004年12月31日的全部應計利息

40,806,241美元（約318,288,681港元）。春陽公司作出所有與類似的交易相同的慣常保證，包

括保證其擁有將被本公司收購的資產的所有權及確認其除了以下提述的五羊工行的抵押外

沒有任何其他產權負擔。

代價

春陽收購協議的代價為人民幣1,110,000,000元（約1,047,169,811港元），按下列的時間表付

款：

(1) 由本公司分如下四期支付共人民幣425,466,100元（約401,383,113港元）的定金：

(i) 在簽署春陽交易協議及完成將春陽公司股權抵押給美華公司的登記手續後的3個工

作日內，將人民幣30,000,000元（約28,301,887港元）存入以鷹君公司名義開立的由鷹

君公司、本公司及銀行聯合監管的賬戶（鷹君公司只可將該款項用作有關新粵交易

的用途）；

(ii) 在簽署春陽交易協議及完成將春陽公司股權抵押給美華公司的登記手續後的13個工

作日內，將人民幣310,466,100元（約292,892,547港元）存入以鷹君公司名義開立的由

鷹君公司、本公司及銀行聯合監管的賬戶（鷹君公司只可將該款項用作有關新粵交

易的用途），以便向新粵交通簽發人民幣310,466,100元（約292,892,547港元）的銀行

保函。一旦新粵交易獲得有關機構的批准，新粵交通即可要求支付該款項；

(iii)在簽署春陽交易協議及完成將春陽公司股權抵押給美華公司的登記手續的3個工作

日內，向春陽公司支付人民幣55,000,000元（約51,886,792港元）；及

(iv)在完成將清連公司14.18%的股權和債權抵押給本公司的5個工作日內，向春陽公司

指定的賬戶㶅入人民幣30,000,000元（約28,301,88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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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陽交易協議下，協議方同意按以上段落(i)及(ii)分別支付的定金人民幣30,000,000元

（約28,301,887港元）及人民幣310,466,100元（約292,892,547港元），鷹君公司只可用作有

關新粵交易的用途。按以上安排向鷹君公司支付或使其受惠的或（在鷹君公司進一步要

求下）向新粵交通支付的款項，是由春陽發出命令，所以不論該款項的最終收款人，協

議方同意所支付的款項是按春陽交易協議本公司為使春陽交易能順利成交向春陽公司支

付的代價。如協議未能順利完成，春陽公司承擔退還所有已付款項之責任。

協議方同意按以上段落(i)及(ii)支付的定金，只可由鷹君公司所用。如在任何情況之

下，新粵交易未能在2005年3月31日或之前（或經本公司同意的稍後日期）完成；本公司

不需支付按以上段落(iv)所指的定金，而春陽公司及鷹君公司需在不遲於2005年4月15日

（或經本公司同意的稍後日期）將按以上段落(i)及(ii)已支付的定金連同利息退還至由鷹

君公司、本公司及銀行共同監管的賬戶，而該筆款項應在春陽交易項下的清連公司股權

和債權轉讓的批准手續完成後15個工作日內支付給五羊工行。

(2) (i) 按春陽交易及鷹君交易完成清連公司股權及債權轉讓的審批手續的15個工作日內，

鷹君公司將支付等值於鷹君交易協議代價的人民幣339,200,000（約320,000,000港元）

元給五羊工行，或如果春陽交易無法在2005年3月31日或之前（或經本公司同意的稍

後日期）完成，如上所述，在春陽交易項下的清連公司股權和債權轉讓的批准手續

完成後15個工作日內應退回銀行賬戶內的款項將支付給五羊工行；及在同一天內，

(ii) 春陽公司及／或珠海新長江支付所有在本交易完成前有關工商銀行貸款的利息及／

或罰款。

在所有上述款項支付給五羊工行後，本公司將根據春陽公司的指示在扣取稅項後將餘下

代價（即人民幣1,110,000,000元（約1,047,169,811港元）減去按上述(1)段支付的定金）支

付給五羊工行，以確保五羊工行對春陽公司在清連公司持有42.1%股權及債權的現有抵

押完整地及無條件地解除。如果餘下的代價不足以償清工商銀行貸款，春陽公司將補足

支付該等貸款，而如果餘下的代價超過工商銀行貸款的未償還金額，剩餘的款項將由本

公司支付到春陽公司指定的銀行賬號。向五羊工行支付的款項乃是本公司按春陽交易協

議向春陽公司支付的所有代價的最終及完整的憑證。

按照春陽交易協議，如果春陽交易無法在2005年3月31日或之前（或經本公司同意的稍後

日期）完成，而春陽公司和鷹君公司無法將上述定金退還指定的銀行賬戶，其將被認定

為對春陽交易協議的根本性違約，本公司將有權終止春陽交易協議。本公司也可選擇繼

續進行春陽交易，而已支付（及未退還）的定金將作為代價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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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春陽交易協議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按五羊工行承諾，解除現有春陽公司以其在清連公司的42.1%股權及債權所做的抵押；

(b) 就清連公司的財務、稅務、業務及其它一切法律狀況，及春陽公司擁有清連公司的股權

與債權狀況，春陽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真實、完整、有效的法律文件和數據；以及本公司

在擁有絕對酌情權下對清連公司的各項盡職調查結果感到滿意；

(c)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春陽交易協議；

(d) 取得所有就春陽交易協議所必需的同意、批准及備案，包括但不限於原審批機關等；

(e) 有關政府機構批准將清連一級公路改造為高速公路及按高速公路的標準收費，且收費批

准須列明收費的年限；

(f) 如以上所詳述，鷹君公司向五羊工行支付人民幣339,200,000元（約320,000,000港元）；

(g) 如以上所詳述，春陽公司及／或珠海新長江就工商銀行貸款支付所有尚欠的利息及／或

罰款；及

(h) 春陽公司彌補工商銀行貸款中尚欠金額的不足之數。

如果以上任何條件沒有完成，本公司有權終止春陽交易協議及春陽公司須向本公司退還所

有本公司已支付的金額及已代其向鷹君公司支付的金額（如有）連同按中國人民銀行不時公

布的五年以上期人民幣貸款利率計收的利息。

美華交易協議

協議日期

2005年2月3日

協議方

受讓方： 美華公司

轉讓方： 鍾先生

擔保人： (1) 珠海新長江

(2) 鷹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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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美華公司將向鍾先生收購春陽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或按照美華公司的指示，春陽公司將

其於清連公司的42.1%股權中的25%股權轉讓予美華公司指定的一家公司，而美華公司將收

購該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高匯公司是美華公司現時所指定的公司。鍾先生提供一般類

似交易的所有慣常保證，包括保證其擁有將被美華公司收購的資產的所有權及確認其沒有

任何產權負擔。

美華交易的目的是為取得春陽公司持有的清連公司42.1%股權中的25%股權。為採用一家新

成立的項目公司來持有該25%股權，本公司可能會指示春陽公司將其持有的清連公司42.1%

股權中的25%股權轉讓給高匯公司（一家專為取得清連公司25%股權而新設立的公司）。

代價

美華交易的代價為人民幣390,000,000元（約367,924,528港元），在以下描述的先決條件完成

後的15個工作日內一次性支付。

以下金額將全數在代價中扣減：

(1) 美華公司或本公司在絕對酌情權下為解除春陽公司目前抵押給五羊工行的清連公司

42.1%的股權及債權而向五羊工行支付的任何金額；

(2) 因春陽公司或高匯公司負有的任何債務（負債、稅項或其它），而使美華公司或本公司所

承擔的債務；及

(3) 及因框架協議的其它方違反框架協議或其它相關協議而使本公司或美華公司招致的任何

損失。

如有以下任何一種情況發生，按上述扣減後的餘下代價將被核減不超過200,000,000港元：

(a) 如果在2005年3月31日或之前（或經本公司同意的稍後日期），新粵交易因任何原因未能

完成，代價將被核減20,000,000港元；

(b) 如本公司為完成鷹君交易所需支付的代價超過人民幣339,200,000元（約320,000,000港

元），代價將按其差額被核減；

(c) 如果在美華交易完成時或之前，未能獲得政府有權批准部門對清連一級公路改建為收費

高速公路的批准，美華公司將在代價中扣減100,000,000港元；如果在美華交易完成的6

個月內（或經本公司或美華公司同意的日期）該條件完成，本公司將向鍾先生支付該筆扣

減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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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在美華交易完成時或之前，清連一級公路未能獲批准按高速公路標準收費，美華公司

將在代價中扣減50,000,000港元；如果在美華交易完成的6個月內（或經本公司或美華公

司同意的日期）該條件完成，本公司將向鍾先生支付該筆扣減的款項；如果獲批准改建

為收費高速公路後的收費年期少於25年，每少一年將核減代價20,000,000港元；

(e) 如果在美華交易完成時或之前，本公司不能成功成為連州至宜章路段的投資者（持有不

少於20%的權益）以使該路段與清連一級公路相接，美華公司將在代價中扣減50,000,000

港元；如果在美華交易完成的6個月內（或經本公司或美華公司同意的日期）該條件完

成，本公司將向鍾先生支付該筆扣減的款項。

先決條件

美華交易協議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按五羊工行承諾，解除現有春陽公司以其在清連公司的42.1%股權及債權所做的抵押；

(b)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美華交易協議；

(c) 獲得美華交易協議預期的股權轉讓所須的所有同意及批准，包括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批

准（如需要的話）；

(d) 美華公司已完成對春陽公司及清連公司的盡職調查，特別是財務、稅務、商業及其它法

律方面的調查；且美華公司在絕對酌情權下對清連公司的各項盡職調查結果感到滿意；

(e) 春陽交易協議的順利完成；

(f) 有關政府機構批准將清連一級公路改造為高速公路及按高速公路的標準收費，且收費批

准須列明收費的年限；

(g) 本公司已於2005年12月31日之前獲得有關政府部門對美華公司增加註冊資本的批准以完

成美華交易；及

(h) 如獲得美華公司的指示，按其指示完成將春陽公司持有的25%清連公司股權向高匯公司

的轉讓。

如果以上任何條件無法在簽署美華協議之日起的12個月內（或交易雙方一致同意的稍後日

期）完成，除非美華公司在絕對酌情權下決定豁免任何前提條件，否則美華交易協議將會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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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君交易協議

協議日期

2005年2月3日

協議方

受讓方： 本公司

轉讓方： 鷹君公司

擔保人： (1) 鍾先生

(2) 高匯公司

(3) 春陽公司

(4) 珠海新長江

交易

本公司將向鷹君公司收購清連公司的14.18%股權及截至2004年12月31日的相關股東貸款

16,875,488美元（約131,628,806港元）和應計利息9,418,473美元（約73,464,089港元）。鷹君公

司的該等權益將通過新粵交易從新粵交通獲取。鷹君公司提供一般類似交易的所有慣常保

證，包括保證其擁有將被收購資產的所有權及確認其沒有任何產權負擔。

代價

鷹君交易的代價為人民幣339,200,000元（約320,000,000港元）。在完成對鷹君交易及春陽交

易項下清連公司權益轉讓的審批手續的15個工作日內，本公司將所有代價代鷹君公司支付

給五羊工行。向五羊工行支付的款項，乃是本公司按鷹君交易協議應向鷹君公司支付的所

有代價的最終及完整的憑證。

先決條件

鷹君交易協議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在2005年3月31日或之前（或經公司同意的稍後日期），按新粵交易協議，新粵交通向鷹

君公司轉讓其在清連公司的14.18%權益在原登記機關完成變更登記；

(b) 就清連公司的財務、稅務、業務及其它一切法律狀況，及鷹君公司擁有清連公司的股權

與債權狀況，鷹君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真實、完整、有效的法律文件和數據；及本公司擁

有絕對酌情權下對清連公司的各項盡職調查結果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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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鷹君交易協議；

(d) 就鷹君交易協議取得所必需的所有同意、批准及備案，包括但不限於原審批機關；及

(e) 有關政府機構批准將清連一級公路改造為高速公路及按高速公路的標準收費，且收費批

准須列明收費的年限。

如果以上任何條件沒有完成，本公司有權終止鷹君交易協議及鷹君公司須向本公司退還所

有本公司已支付的金額（包括春陽交易協議下支付的專項用於新粵交易的定金人民幣

345,466,100元（約325,911,415港元））連同按中國人民銀行不時公布的五年以上期人民幣貸

款利率計收的利息。

收購原因

董事認為本收購與本公司投資收費公路的整體業務策略是一致的。董事相信，基於對本公

司其它收費公路項目的投資經驗，集團擁有評估和經營管理所收購資產的專業能力。本公

司已聘請了一家中國顧問公司進行清連公路的車流量預測，並基於該預測對清連公司作出

了價值約在人民幣30億元到人民幣36億元之間的估計。該價值估計是決定本收購代價的因

素之一。

基於以下事實，董事對中國收費公路行業的前景持樂觀態度：

‧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動了對交通基礎設施的顯著需求；

‧ 全球經濟一體化使貿易加速增長，中國成為新的製造業中心，在國際集裝箱運輸市場的

地位持續提高，促使物流業快速發展，從而使收費公路行業受益；

‧ 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鎮數量、規模、人口及收入不斷增加，對出行的需求和交通質

量的要求均在提高，促進公路行業的加速發展；及

‧ 近年來中國小汽車銷售量的快速增長會相應增加將來對公路的使用需求。雖然小汽車擁

有量在增加，但人均小汽車擁有量仍低，加上收入水平不斷上升，未來小汽車擁有量仍

有較大的增長空間。隨著汽車關稅的逐步降低，汽車數量將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公路行

業也將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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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連一級公路位於廣東省北部，與作為其互補線的清連二級路一起構築了連接廣東省經濟

欠發達的西北部地區和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主要交通通道。考慮到珠江三角洲地

區經濟的持續增長，董事相信經濟繁榮和貿易增長將會促進廣東省西北部地區公路運輸需

求量的快速增長。由於清連一級公路目前路面情況較差，交通流量不甚理想且不能滿足未

來交通需求，因此清連一級公路已計劃改建為高速公路。董事認為清連一級公路如果能成

功改建為高速公路，該高速公路將在廣東省高速公路網中起著承接南北、提升珠江三角洲

向內陸地區輻射能力的作用，它南連廣清高速公路，與珠江三角洲路網相連，北通連州與

規劃中的太澳（太原─澳門）高速公路相接；向北延伸至湘粵界的湖南宜章與京珠高速公路

交㶅；並與貫通東西的汕昆（汕頭一昆明）國家重點（規劃）公路相交。作為珠江三角洲發達

地區與廣東省中北部地區與湖南省及內地聯繫的一條重要通道，改建後的清連公路將成為

內地與港澳運輸的必經之路，是構築泛珠三角經濟圈的重要交通基礎設施。

本收購的總代價是本公司與轉讓方基於公平原則協商達成的，並考慮到董事估計清連公司

的價值約在人民幣30億元到人民幣36億元之間（假設清連一級公路被成功改造成高速公

路）。董事基於過往對其他公路項目的經驗和專業能力對清連公司的價值作出估計。董事對

清連公司的價值做出判斷時，已考慮了清連一級公路的交通流量、廣東省的路網規劃、相

近公路項目的道路狀況及國內公路項目資源的稀缺性等因素。一份由香港合資格專業機構

編製的獨立估值報告將會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作出。董事認為本項目改建成高速公路後會

為本集團帶來良好的投資回報，而改建後平均每公里的造價預計不超過人民幣4,000萬元，

接近目前廣東省內的最低價。該項目將成為廣東省西北部高速公路網的主幹線，從未來經

濟回報及改建成高速公路的戰略重要性考慮，董事認為收購的代價及改建的平均造價相當

合理。

由清連公司持有的清連一級公路將被改建為高速公路，估計所需總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

3,900,000,000元（約3,679,245,283港元），預計此資本開支將由清連公司通過銀行貸款的方

式籌措。取決於相關政府機構的批准，改建工程預計在2005年下半年動工並計劃在兩年內

完成。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國的收費公路及道路的投資、建設、營運及管理。

轉讓方及擔保人的資料

鍾先生是春陽公司和高匯公司的註冊及實質擁有人。

春陽公司是一家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唯一商業活動是持有清連公

司的42.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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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匯公司是一家在英屬維京群島新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成立的唯一目的是根據美

華交易持有清連公司的25%股權，高匯公司將不會經營任何其他業務或由鍾先生進行任何交

易。因此，雖然高匯公司為鍾先生全權持有，但其董事由本公司負責委任。根據美華公司

指示，春陽公司將轉讓其在清連公司42.1%股權中的25%股權予高匯公司，而美華公司將收

購高匯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

鷹君公司是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經營範圍為項目投資開發，投資

諮詢，商品信息諮詢。

珠海新長江是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經營範圍為交通、房地產、酒店

行業的投資；建築材料、化工原料及產品、金屬材料、普通機械和電子產品的批發零售。

除了本公告所披露的內容，以董事所知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轉讓方及擔保人均為

獨立第三者。

一般

根據上市規則，本收購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由於新粵交通是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限

公司（本公司發起人）的聯繫人，而新粵交通在清連公司擁有權益且新粵交易與鷹君交易的

關係密切，故根據上市規則，鷹君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則，該等

協議項下的本收購受申報、披露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所限。由於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約2.96%股權，其將於臨時股東大會就批准本收購作出相關決議時放棄投

票權。除廣東省路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及其聯繫人士外，並無其它股東於鷹君交易中存在

任何利益並因此須於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本收購向本公司獨立股東

提供意見。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協議之條款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本收購的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本收購的推薦建議及

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和臨時股東大會通知的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在可行之時儘快

發送給各股東。

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H股股票於2005年2月4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在聯交所停牌，以待刊發

此公告。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本公司H股股票於2005年2月16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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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本收購」 春陽交易、美華交易及鷹君交易

「該等協議」 框架協議、春陽交易協議、美華交易協議及鷹君交易協議

「聯繫人」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定義

「通函」 按上市規則本公司發出給股東的關於本收購的通函

「本公司」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責

任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而其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框架協議」 由(1)鍾先生、(2)春陽公司、(3)鷹君公司、(4)高匯公司、(5)珠海

新長江、(6)美華公司及(7)本公司於2005年2月3日所簽定以本收購

為目的以及據其簽署該等協議的協議

「鷹君公司」 廣東鷹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為獨立第三者

「鷹君交易」 本公司向鷹君公司收購其於清連公司的14.18%股權及債權（從新粵

交通獲得）

「鷹君交易協議」 由鷹君公司、本公司、鍾先生、高匯公司、春陽公司及珠海新長

江於2005年2月3日達成有關鷹君交易的協議

「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州水泥」 廣州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擔保人」 該等協議的所有擔保人

「港幣」 港幣，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工商銀行貸款」 由五羊工行向珠海新長江提供的人民幣101,000,000元的銀行貸

款，其中包括以春陽公司在清連公司的42.1%股權及債權作抵押；

工商銀行貸款還款期由2003年5月27日起為期180個月

「獨立第三者」 以董事所知並經所有合理查詢後，為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及

其董事、最高行政人員、發起人、監事、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

任何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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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州－宜章路段」 一條連接清連一級公路北端及京珠高速公路南端的長約68公里的

二級公路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高匯公司」 高匯有限公司，一家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其成立的唯一目的為持有清連公司25%的股權

「美華公司」 美華實業（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美華交易」 向鍾先生收購春陽公司所有已發行股本，或按照美華公司的指

示，春陽公司將其持有清連公司42.1%股權中的25%股權轉讓予美

華公司指定的公司，而美華公司收購該公司的所有已發行股本

「美華交易協議」 由美華公司、鍾先生、珠海新長江及鷹君公司於2005年2月3日達

成有關美華交易的協議

「鍾先生」 鐘志輝，春陽公司100%的已發行股本的實質及註冊擁有人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清連一級公路」 由連州市風頭嶺至清新縣逕口鎮的一級公路，全長215.846公里

「清連二級路」 原國道107線清連路段，全長253公里，由連州市風頭嶺至清新縣

徑口鎮，與清連一級公路並行

「清連公司」 廣東清連公路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作經

營企業

「清連公路」 包括清連一級公路和清連二級路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本公司的股份

「股東」 本公司的股東

「春陽公司」 春陽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春陽交易」 本公司向春陽公司收購其在清連公司的17.1%股權及全部債權

「春陽交易協議」 春陽公司、本公司、鍾先生、高匯公司、鷹君公司及珠海新長江

於2005年2月3日達成有關春陽交易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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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粵交易」 鷹君公司收購新粵交通在清連公司的14.18%股權及債權

「新粵交通」 新粵交通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轉讓方」 所有該等協議的轉讓方，包括鍾先生、春陽公司和鷹君公司

「五羊工行」 中國工商銀行廣州五羊支行，為工商銀行貸款的貸款人，本收購

下支付的部分代價將直接支付給五羊工行，以確保春陽公司以其

在清連公司42.1%股權及債權所提供的抵押的解除

「五羊工行承諾」 在支付人民幣1,010,000,000元及所有應計利息後，五羊工行承諾

立即完全及無條件地解除春陽公司目前抵押給該行的清連公司持

有的42.1%股權及債權

「粵清公司」 清遠市粵清公路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

「珠海新長江」 珠海新長江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獨立第三者，為工商銀行貸款的借款人

所用之㶅率為港幣1.00元兌人民幣1.06元及港幣7.80元兌1美元。

承董事會命

吳倩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05年2月15日

在公布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陳潮先生（董事長）；吳亞德先生（董事及總經理）；張榮興先

生（董事）；鐘珊群先生（董事）；陶宏女士（董事）；林向科先生（董事）；張楊女士（董事）；

趙志錩先生（董事）；何柏初先生（獨立董事）；李志正先生（獨立董事）；張志學先生（獨立董

事）及潘啟良先生（獨立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