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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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關連交易 

董事欣然宣布，於二零零四年三月五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與廣東高速公路（為本公司

的發起人兼股東廣東路橋建設的聯繫人）（作為賣方）訂立第一份收購協議，以收購陽茂

公路公司的 25%股權。根據第一份收購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廣東高速公路收購陽茂公路公

司的 25%股權，而廣東高速公路同意轉讓其於陽茂公路公司的 25%股權予本公司，涉及代

價為人民幣 271,680,000 元（約相當於 256,300,000 港元）。 

此外，本公司（作為買方）亦已與廣東公路建設（廣東路橋建設的聯繫人）（作為賣方）

達成原則性協議並將會盡快訂立第二份收購協議，以收購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根據

第二份收購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廣東公路建設收購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而廣東公路

建設同意轉讓其於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予本公司，涉及代價為人民幣 167,500,000 元

（約相當於 158,000,000 港元）。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廣東公路建設及廣東高速公路屬本公司的關連人士。 

由於第一項收購的代價人民幣 271,680,000 元（約相當於 256,300,000 港元）及第二項收購

的代價人民幣 167,500,000 元（約相當於 158,000,000 港元）高於本集團於二零零三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 3%，故此，該等收購須待本公司獨立股東批准後，始可

作實。 

除廣東路橋建設及其聯繫人外，無其他股東於該等收購協議中存在任何利益並因此須於股

東大會上放棄投票。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該等收購協議詳情、獨立董事就有關該等收購

協議的推薦建議及獨立財務顧問的意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各股東。舉行臨時股東大會

以批准第一份收購協議及（如可能）第二份收購協議（如已簽訂）的通告，將連同通函盡

快寄發予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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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訂約方簽訂第二份收購協議，本公司將會就此另行發表公布。本公司預計第二份收購協

議將會在通函發出日前簽訂，如是這樣第一份收購協議及第二份收購協議將須待股東於同

一個臨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董事欣然宣布，於二零零四年三月五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與廣東高速公路（作為賣方）

訂立第一份收購協議，以收購陽茂公路公司的 25%股權。 

此外，本公司（作為買方）已與廣東公路建設（作為賣方）達成原則性協議並將會盡快訂

立第二份收購協議，以收購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 

背景 

根據廣東交通集團（為本公司的發起人一廣東路橋建設的母公司）發出的《廣東省高速公

路項目招商資格預審須知》，29 項高速公路項目將會被推出市場予私人投資者參與投資。 

廣東交通集團現正邀請投資者就取得 29 項高速公路項目的股權進行投標。廣東交通集團

的相關資產控股公司其後將會按照投標的條款，與中標的投資者訂立收購協議。 

該等收購的收購對象，即陽茂公路公司與江中公路公司的股權，是為上述高速公路項目其

中兩項。 

第一份收購協議 

日期：  二零零四年三月五日 

訂約方 

賣方： 廣東高速公路 

買方： 本公司 

將予收購的資產 

陽茂公路公司的 2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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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付款 

第一項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 271,680,000 元（約相當於 256,300,000 港元）。本公司已支付

按金人民幣 1,000,000 元（約相當於 943,000 港元）予廣東高速公路。代價的餘額人民幣

270,680,000 元（約相當於 255,300,000 港元）於簽署第一份收購協議後生效日（即第一份

收購協議在下述條件完成後生效的日期）起五個工作天內支付予廣東高速公路。 

第一項收購的代價乃根據陽茂公路公司股東的投資的 25%即人民幣 225,510,000 元（約相

當於 212,700,000 港元）加上溢價人民幣 46,170,000 元（約相當於 43,600,000 港元）釐定，

並將以本公司的內部資金撥支。 

生效日期 

第一份收購協議須待下列條件達成後，始可作實： 

(i) 廣東高速公路就第一項收購取得廣東交通集團的批准；及 

(ii) 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取得股東就第一項收購的批准。 

有關陽茂公路公司的資料 

陽茂公路公司為廣東省交通集團的子公司。廣東省交通集團提呈的 29 項高速公路項目中

的其中一項，是為陽茂公路公司的 25%股權（即第一項收購的收購對象）。 

註冊資本及股權架構 

陽茂公路公司於二零零二年七月二十三日在中國註冊成立，陽茂公路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 200,000,000 元（約相當於約 189,000,000 港元）並已全數支付。以下為於第一項收購

完成之前及之後，陽茂公路公司的股權架構。 

由於陽茂公路公司只是在投資的初步階段，自其註冊成立以來尚未錄得任何溢利。截至二

零零三年九月三十日，陽茂公路公司的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237,000,000（(約相當 223,585,000
港元)。 



第一項收購完成前： 

 

第一項收購完成後： 

 

業務範圍 

陽茂公路公司是一家項目公司，其註冊成立是為進行陽茂項目的融資、設計、興建、經營

及管理。本公司有權委派兩名董事進入陽茂公路公司的董事會之內，其總數為 7 名董事。

根據已批復的陽茂項目的初步設計概算，總投資估計為人民幣 2,577,000,000（約相當於

2,431,132,000 港元），其中人民幣 960,000,000 元（約相當於 905,660,377 港元）由陽茂公

路公司股東通過投入人民幣 200,000,000 元（約相當於 189,000,000 港元）的注冊資本及人

民幣 760,000,000 元（約相當於 716,981,000 港元）的資本公積金支付，投資總額人民幣

2,577,000,000 元（約相當於 2,431,132,000 港元）及股東資金人民幣 960,000,000 元（約相

當於 905,660,377 港元）之差額將以銀行融資提供。有兩家國內銀行已承諾向陽茂公路公

司提供該等融資。預期陽茂公路公司項目將於二零零四年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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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收購協議 

江中公路公司為廣東省交通集團間接持有的子公司。廣東省交通集團提呈的 29 項高速公

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是為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即第二項收購的收購對象）。根據

本公司已於二零零三年十二月十五日提交投標書，預期本公司即將按照下文所載的條款，

與廣東公路建設訂立第二份收購協議。本公司不預期下文所載第二份收購協議的條款會出

現任何重大變動。 

倘訂約方簽訂第二份收購協議，本公司將會就此另行發表公布。本公司預計第二份收購協

議將會在通函發出日前簽訂，如是這樣第一份收購協議及第二份收購協議將須待股東於同

一個臨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日期：  將會盡快簽訂 

訂約方 

賣方： 廣東公路建設 

買方： 本公司 

將予收購的資產 

江中公路公司的 25%股權 

代價及付款 

第二項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 167,500,000 元（約相當於 158,000,000 港元）。本公司已支付

按金人民幣 1,000,000 元（約相當於 943,000 港元）予廣東公路建設。本公司須於第二份收

購協議生效日期（即第二份收購協議在下述條件完成後生效的日期）起計五個工作日內，

支付代價的餘額人民幣 166,500,000 元（約相當於 157,000,000 港元）予廣東公路建設。第

二項收購將於悉數支付代價時完成。 

第二項收購的代價乃根據江中公路公司的股東投資的 25%即人民幣 138,820,000 元（約相

當於 130,962,264 港元）再加上溢價人民幣 28,680,000 元（約相當於 27,056,603 港元）釐

定，並將以本公司的內部資金撥支。 



生效日期 

第二份收購協議須待下列條件達成後，始可作實： 

(i) 廣東公路建設就第二項收購取得廣東交通集團的批准；及 

(ii) 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取得股東就第二項收購的批准。 

有關江中公路公司的資料 

註冊資本及股權架構 

江中公路公司於二零零二年八月二十六日於中國註冊成立，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43,520,000
元（約相當於 324,000,000 港元）並已全數支付。以下為於第二項收購完成之前及之後，

江中公路公司的股權架構。 

由於江中公路公司只是在投資的初步階段，自其註冊成立以來尚未錄得任何溢利。於二零

零三年八月三十一日，江中公路公司的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530,580,000 元（約相當

500,547,000 港元）。 

第二項收購完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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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收購完成後： 

 

業務範圍 

江中公路公司是一家項目公司，其註冊成立是為進行中江高速公路、江鶴高速公路二期及

配套設施與服務的融資、規劃、設計、興建及經營管理，以提升廣東省珠江三角洲地區的

經濟發展。本公司有權委派兩名董事進入江中公路公司的董事會之內，其總數為 11 名董

事，根據已批復的江中項目及江鶴項目的初步設計概算，總投資估計為人民幣 3,231,070,000
元（約相當於 3,048,179,245 港元），其中江中公司股東投入人民幣 1,130,874,500 元（約相

當於 1,066,862,735 港元）。投資總額人民幣 3,231,070,000 元（約相當於 3,048,179,245 港元）

及股東投入人民幣 1,130,874,500 元（約相當於 1,066,862,735 港元）之差額將以銀行融資

提供。有三家國內銀行已承諾向江中公路公司提供該等融資。預期中江項目及江鶴項目將

於二零零五年底前完成。 

收購的原因 

本公司的一般日常業務，為參與高速公路的融資、規劃、設計、興建及營運管理。董事相

信，訂立該等收購協議將使本公司透過其於江中公路公司及陽茂公路公司的股權參與該等

項目，藉以進一步鞏固本公司參與珠江三角洲深圳及廣東省其他地區的收費公路及高速公

路的投資、興建及營運管理項目。 

本公司的資料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國收費公路及高速公路的投資、興建、營運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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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交易 

由於廣東公路建設及廣東高速公路為廣東路橋建設的聯繫人，而廣東路橋建設為本公司的

發起人，故此它們為本公司的關連人士及該等收購構成本公司的關連交易，受披露及股東

批准的規定所限。 

除廣東路橋建設及其聯繫人外，本公司及／或其子公司的董事、監事、行政總裁、主要股

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聯繫人並無於該等收購協議中存在利益。因此，廣東路橋建設及其聯

繫人須在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該等收購協議詳情、獨立董事有關

該等收購協議的推薦建議及獨立財務顧問的意見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各股東。舉行臨時

股東大會以批准第一份收購協議及（如可能）第二份收購協議（如已簽訂）的通告，將連

同通函盡快寄發予各股東。 

該等收購的詳情將載於本公司刊發的下一份年報及賬目中。 

倘訂約方簽訂第二份收購協議，本公司將會就此另行發表公布。本公司預計第二份收購協

議將會在通函發出日前簽訂。如是這樣第一份收購協議及第二份收購協議將須待股東於同

一個臨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釋義 

「第一項收購」 指 根據第一份收購協議收購及轉讓陽茂公路公司的

25%權益 

「第二項收購」 指 根據第二份收購協議收購及轉讓江中公路公司的

25%權益 

「該等收購」  指 第一項收購及第二項收購 

「第一份收購協議」 指 本公司及廣東高速公路於二零零四年三月五日就收

購陽茂公路公司 25%權益而訂立的協議 

「第二份收購協議」 指 本公司及廣東公路建設即將就收購江中公路公司

25%權益而訂立的協議 

「該等收購協議」 指 第一份收購協議及第二份收購協議 

「聯繫人」 指 具上巿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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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於聯交所上巿，而 A 股則於

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巿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廣東交通集團」 指 廣東省交通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

限責任公司 

「廣東高速公路」 指 廣東省高速公路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

限責任公司 

「廣東公路建設」 指 廣東省公路建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

限責任公司 

「廣東路橋建設」 指 廣東省路橋建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

的有限責任公司 

「廣東交通實業」 指 廣東交通實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

有限責任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港元」 指 港元 

「江鶴項目」 指 全長 6.44 公里的江鶴高速公路二期建設項目，從江門

市禮樂四村至天沙河西岸 

「江中公路公司」 指 江中高速公路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限

責任公司 

「上巿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該等項目」 指 中江項目、江鶴項目及陽茂項目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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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份持有人 

「深廣惠」 指 深圳市深廣惠公路開發總公司，為本公司主要股東，

持有本公司 20.99%的股權，受深圳市政府的監管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新通產」 指 新通產實業開發（深圳）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主要股

東，持有本公司 30.03%的股權，受深圳市政府的間接

監管 

「陽茂項目」 指 全長 79.76 公里的陽茂高速公路建設項目，從陽江市

陽東至茂名市電白，為國道主幹線同江至三亞高速公

路的一段 

「陽茂公路公司」 指 陽茂高速公路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立的有限

責任公司 

「粵高速」 指 廣東省高速公路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中江項目」 指 全長 32.382 公里的中江高速公路建設項目，從中山市

新隆至江門市四村 

承董事會命 
董事兼董事會秘書 

張榮興 

中國，深圳，二零零四年三月八日 

請同時參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