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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编号：临 2003-003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暨产权转让公告 

 

 

董事会决议：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已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03 年 1 月 20 日第三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广深分公司、惠深分公司产权转

让的协议。 
 

产权转让概述： 

本公司与深圳市交通局（代表深圳市人民政府）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于深圳签订了《关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广深分公司、

惠深分公司产权转让协议书》（“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拥有的 107 国

道深圳段及 205 国道深圳段的全部产权转让给深圳市交通局，深圳市

政府同意受让上述产权（“本次转让”）。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 19.3 亿

元人民币，最终转让价格将以双方共同委托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

参考，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本次转让并未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本次转

让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本次

转让需履行披露义务。本次转让还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有关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方能完成。 

一、 交易各方当事人介绍 

本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H 股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 A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主要业务为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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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建造、经营与管理中国境内的收费公路与高速公路。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为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现时已发行股

本的 30.03%，为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是由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拥有 44.31%权益的的香港上市

公司，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是深圳市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交易另一方深圳市交通局是深圳市人民政府的交通运输职能部

门，深圳市政府授权深圳市交通局与本公司签订转让协议。深圳市交

通局并无从事商业经营或者营运另一商业实体。深圳市人民政府承担

转让协议受让人的保证义务并负责安排支付转让价款，与本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在交易完成后亦不会成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或潜在关联

人。 

二、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的产权为本公司合法拥有的107国道深圳段及205国道

深圳段的公路用地土地使用权、路产、其他相关建筑物、构筑物、附

着物以及收费公路专营权。 

107 国道深圳段指自东莞市与深圳市交界处起，经松岗、西乡至

南头检查站，全长 31.68 公里的一级公路，是 107 国道的一部分，设

有松岗收费站。205 国道深圳段指自惠州市与深圳市交界处起，自东

北向西南经坪地、龙岗、横岗至布吉，全长 35.45 公里的一级公路，

是 205 国道的一部分，设有横岗收费站。 

本次转让的资产截止 2000 年、2001 年及 2002 年(2002 年未经审

计)年底的帐面价值约为人民币 13.3 亿元、13.1 亿元及 12.9 亿元（根

据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下同）。本次转让前两个财务年度以及截止2002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转让资产的主营业务收入、除税及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盈利与除税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盈利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主营业务收入 232,572 228,551 106,170 

税前利润 157,383 144,040 66,854 

税后利润 157,383 144,040 6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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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转让资产处于免税期，故税前、税后利润相同。 

本次转让资产的价值为本公司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之经审计

之净资产的 38.06%。此外，据最近披露的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止

审计报表所示，转让资产贡献的纯利(扣除所有费用，税项及非经常

性事项外)占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纯利的 39.16%。 

本公司为取得银行借款及授信额度，将 107 国道之经营收费权质

押给中国工商银行，最高质押金额为人民币 9 亿元，期限为 1999 年

2 月 9 日至 2004 年 2 月 9 日；将 205 国道的经营收费权质押给招商

银行，最高质押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为 1999 年 2 月 11 日至

2004 年 2 月 11 日。本公司已保证于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 6 个月内解

除上述质押。 

三、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根据双方各自初步评估结果，经过双方以公平原则进行磋商，

转让价格初步确定为 19.3 亿元人民币，但最终转让价格以西门（远

东）有限公司（本公司委任）和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深圳

市交通局委任）出具的以 2003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

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参考，并按以下方式确认： 

（1） 如实际评估值在19.3亿元人民币的正负5%范围内以内，以19.3

亿元人民币作为最终交易价格； 

（2） 如实际评估值超出 19.3 亿元人民币的正负 5%范围以外，对超

出部分双方另议。 

若评估报告中所列的价值不同，评估师将协商并就转让资产达致

一个协议的价值。本公司和深圳市交通局须在评估报告出具或评估师

协议价值后(如适用)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转让资产的最终价格。

评估报告预计在 2003 年 3 月完成。 

（二）深圳市交通局同意以现金方式并按照下列方式支付产权转让的

全部款项： 

(1) 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转让款的 25%； 

(2) 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转让款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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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于 200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支付转让款的 30%； 

(4) 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付清全部转让款余额。 

（三）转让协议签订次日零时为转让产权的接管时间，交通局于上述

接管时间全面接收、管理本公司转让的产权。 

四、 先决条件 

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成立，并于满足下列先决条件后生效： 

1、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 95 条规定，董事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如拟

处置固定资产的预期价值，与此项处理建议前四个月内已处置之

固定资产所得到的价值的总和，超过股东大会最近审议的资产负

债表所显示的固定资产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三，则董事会在未经股

东大会批准前不得处置或者同意处置该固定资产。由于此次转让

资产的预期价值超过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资产负债表

所列的固定资产价值的 33%，因此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2、 有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 

3、 香港及国内的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的必经批准程序。 

五、 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 自接管时间起 10 日内，本公司向深圳市交通局交付所转让产权

的相关资料，包括有关资产的台账清单、权属文件的复印件等等。 

2、 自接管时间起，107 国道深圳段及 205 国道深圳段的路产维修、

养护义务全部由交通局承担。 

3、 自接管时间起，市交通局全面负责安置松岗收费站和横岗收费站

全体在册员工。 

4、 考虑到本次转让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深圳市交通局将于

2004 年支付本公司一笔等值于本公司因本次转让而支付予税务

机关的税款金额，作为本公司兴建高速公路的补偿。 

5、  转让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清偿银行贷款及投资及(或)收购其它

具高增长潜力的公路。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深圳市政府于 2002 年 7 月 4 日发出的《关于深圳市路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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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偿还及发展专项资金改革实施方案》的精神，重点是在深圳市内减

少公路收费站，并于深圳市边界重设收费站，以减少在深圳市投资的

成本。为实施深圳市非高速收费公路的改革，深圳市政府同意受让本

公司广深分公司、惠深分公司所拥有的 107 国道深圳段及 205 国道深

圳段全部产权。 

于本公司而言，除 107 国道及 205 国道均为一级公路外，所拥有

的其他资产均为高速公路，包括：(1)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长 19.3

公里，收费权自 1997 起的 30 年；(2)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东段)及

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西段)，共长 44.3 公里，收费权自 1997 年起的

30 年；(3)深圳市盐坝高速公路（A段），9.65 公里长，收费权自 2001

年起的 30 年；(4)湖南省长沙市绕城公路(西北段)，长 35 公里，收

费权自 1999 年起的 30 年；及(5)深圳市水官高速公路，长 20.14 公

里，收费权自 1995 年起的 31 年。本公司从以上高速公路收取路费收

入。 

而 107 国道及 205 国道为非高速公路，是一级公路。107 国道及

205 国道于 1990 年投入使用并开始收费。于 1996 年底本公司发起人

将107国道及205国道连同自1997年起为期30年的收费权转让予本

公司。路费收入为上述公路的单一收入来源。然而，交通阻塞限制了

这两条公路的业务增长潜力。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本公司籍此机会

出售上述资产以变现其投资，并利用出售所得资金投资及（或）收购

深圳及中国其它地方具高增长潜力的高速公路。总之，本次转让将改

善本公司长期发展的资产结构。 

根据本公司截至2002年6月30日止6个月未经审计之财务帐目，

本公司就本次转让预期变现约值人民币 6.23 亿元的税前盈利(包括

可能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及营业税)。 

考虑了本次转让的所有方面，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转让对本公

司及全体股东均为公平合理。 

本公司将就本次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进一步披露义务。 

 



6 

七、备查文件目录 

a)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2003]22 号文 
b)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纪要 
c)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 
d) 产权转让协议书 
e) 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