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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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00548) 

聯合公告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收購沿江公司 
 

 
收購協議 
 
深圳國際及深高速(深圳國際擁有 50.889%權益之附屬公司) 各自之董事會欣然

宣佈，於 2017 年 12 月 11 日，深高速(作為買方)與深圳投控(作為賣方)及沿江

公司簽訂收購協議。據此，深高速以代價人民幣 14.72 億元(約港幣 17.12 億元)
收購深圳投控擁有的沿江公司 100%權益。 

於本公告之日，沿江公司由深圳投控全資擁有。收購事項完成後，沿江公司將

成為深高速之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沿江公司之資料 
 
沿江公司爲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爲沿江項目的建設、

經營和管理。廣深沿江高速公路(省道 S3)為一條連接廣州黃埔區及深圳南山區

的高速公路，長約 90 公里，為連接廣州與深圳、廣東與香港的重要幹道。沿江

項目為廣深沿江高速公路在深圳的路段，起於東莞與深圳交界的東寶河，止於

深圳市南山區，南接深港西部通道，全長約 37 公里，雙向 8 車道。沿江項目分

二期建設，沿江一期位於廣深沿江高速公路主線，收費里程約 30.9 公里，已於

2013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車，收費期為 25 年；沿江二期包括深中通道深圳側

接線、機場互通立交和國際會展中心互通立交等，線路長約 5.7 公里。沿江二

期已於 2015 年 12 月開工建設，計劃於 2019 年底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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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收購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南北向核心通道，也是粵港澳大灣

區內連通廣州、深圳和香港的重要走廊，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沿途所經區域

經濟活躍。目前，沿江項目仍處於開通初期，周邊路網尚不夠完善，短期內，

將給深高速的經營業績帶來輕微的負面影響。隨著沿江項目沿途區域經濟的穩

步發展，周邊路網的不斷完善，沿江項目的營運表現將進入快速增長期。從長

遠角度看，收購沿江公司 100%權益，有利於提高深高速的業務規模和盈利基

礎，為深高速貢獻穩定增長的現金流量。收購事項將進一步鞏固深高速於公路

的投資、管理及營運方面的核心優勢，符合深高速的發展戰略和整體利益。 
 
收購事項亦符合深圳國際整固優質基建項目資源的策略。深高速為深圳國際的

附屬公司，深高速進一步鞏固其核心優勢， 對深圳國際整體有利。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之日，深高速為深圳國際擁有 50.889%權益的附屬公司，深圳投控為

深圳國際的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所定義)，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行股本約

44.25%，沿江公司為深圳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

深圳投控及沿江公司皆為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關連人士，而收購協議項下交易

將構成深圳國際及深高速的關連交易。 
 
對於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而言，由於收購協議項下交易各自適用之百分比率高於

5%但低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收購協議項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

公告規定，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收購協議項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一般事項 
 
深圳國際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及深高速將召開臨時股東大會，以考慮並酌

情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 
 
預期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將於 2018 年 1 月 4 日或之前，分別向其股東寄發一份通

函，其內容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之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對收購事項

之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對收購事項之意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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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協議 
 
收購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 期︰ 2017 年 12 月 11 日 
 
訂約方︰ (1) 深高速(作為買方)； 
 (2) 深圳投控(作為賣方)；及 
 (3) 沿江公司。 

 
收購事項標的： 

根據收購協議，深高速同意向深圳投控收購，而深圳投控同意向深高速出售沿江

公司 100%權益。 
 

代價及支付安排： 
 
收購沿江公司 100%權益的代價為人民幣 14.72 億元(約港幣 17.12 億元)，將由深

高速按以下方式支付予深圳投控： 
 
(i) 於收購協議簽署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深高速向深圳投控支付交易價款的

50%，即人民幣 7.36 億元(約港幣 8.56 億元)；深高速、深圳投控應與雙方認

可的商業銀行簽署共管帳戶協議，以深圳投控名義開設由雙方共同控制的共

管帳戶，以供收取剩餘交易價款之用； 
 

(ii) 在收購協議生效條件(包括深圳投控依法完成國有資產轉讓相關法定程序，沿

江公司股東審議批准或同意收購事項相關事宜，取得沿江公司金融機構債權

人同意函)全部滿足(或豁免/放棄)後的15日內(且不晚於2017年12月31日)，
深高速、深圳投控及沿江公司應及時辦理收購事項涉及的各項工商變更登記

手續。截至本公告之日，收購協議生效條件已全部滿足。 
 

(iii) 在以下事項全部完成後 10 個工作日內(且不晚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深高

速應向第(i)點所述的共管帳戶支付剩餘 50%交易價款(即人民幣 7.36 億元，

約港幣 8.56 億元)： 
 

(a) 第(ii)點所述的收購協議生效條件全部滿足； 
 
(b) 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核准深高速受讓沿江公司股權相關工商變更登

記事宜，並向沿江公司核發變更後的營業執照或變更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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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深高速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收購事項之日起 5 個工作日內，深高速解除對共管

帳戶的共管，共管帳戶內資金歸深圳投控所有。 
 

上述代價將由深高速的內部資源及/或借貸支付。 
 
代價釐定基礎： 
 
上述代價是深高速及深圳投控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達成。 
 
由於沿江公司的主要業務爲沿江項目的建設、經營和管理。深高速基於過往對公

路項目的投資和管理經驗以及專業能力，並綜合考慮了沿江項目的交通流量、經

營及政策環境以及項目的成熟度等因素，對沿江公司的價值作出估計，並參考了

鵬信資產編制的評估報告，作爲協商收購事項價格的主要考慮因素。鵬信資產採

用收益法對沿江公司股東全部權益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場價值進行了評估

(構成上市規則第 14.61 條下的盈利預測)，有關盈利預測所依據的假設，請參閱

下文「估值」一節。 
 

其他約定： 
 

(i) 沿江二期工程投融資方案系經深圳市相關部門初步確定，收購事項完成後，

沿江公司繼續依照相應的政府批覆完成項目投融資。 
 

(ii) 以前年度，深高速先後受深圳投控委託管理沿江公司，受沿江公司委託承擔

沿江項目的建設管理和沿江一期的營運管理。有關詳情可參閱深圳國際及深

高速日期為 2009 年 11 月 6 日、2011 年 9 月 9 日、2016 年 6 月 1 日、2016
年 6月 16日及 2016 年 12月 30日之聯合公告，深圳國際及深高速日期爲 2011
年 10 月 4 日的通函，以及深高速日期為 2014 年 8 月 19 日的公告。其中，沿

江一期的建設已經完成，目前，工程等款項結算和支付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沿江二期的建設管理和沿江一期的營運管理正在進行之中。收購協議就與沿

江公司及沿江項目委託管理事宜的後續安排約定如下：除工程等款項結算和

支付相關事宜繼續履行之外，有關沿江項目的代建合同和代建補充合同將先

後中止，深高速暫不再收取沿江二期的代建管理費。就沿江一期的代管協議

而言，沿江公司應向深高速支付截至收購基準日(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沿江

一期代管費用，代管協議中止。委託經營管理合同在沿江公司股權交付完成

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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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深高速股東大會未能在收購協議簽署後 6 個月內審議通過收購事項，則上

述合同/協議恢復履行。如深高速股東大會在收購協議簽署後 6 個月內審議通

過收購事項，則除繼續履行代建合同約定的工程等款項結算和支付相關事宜

之外，上述其他合同/協議解除。 
 
協議的終止： 
 
如協議一方嚴重違反收購協議，致使簽署收購協議的目的不能實現或者即使實現

已經在經濟上嚴重不合理，守約方可以書面方式提出終止收購協議；如深高速股

東大會未能在收購協議簽署後 6 個月內審議通過收購協議項下交易，收購協議終

止。 
 
如收購協議簽署後 6 個月內生效條件未全部滿足或豁免，或協議生效後被終止或

解除的，收購協議簽署後 6 個月期限届滿後 10 個工作日內，深圳投控應將其已

收取的交易代價及共管帳戶內資金退還給深高速，並按照同期銀行存款利率向深

高速支付利息。深圳投控返還全部交易代價、共管帳戶內資金及相應的利息之日

起 10 日內，深高速應向深圳投控返還其所持有的沿江公司 100%股權，因行政審

批或工商變更等非深高速原因致使無法如期返還的，返還期限順延。 
 
完成：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沿江公司將成為深高速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會計報表將納入

深高速會計報表合併範圍。 
 
估值 
 
深高速已聘請了鵬信資產對沿江公司股東全部權益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場

價值進行評估。本次評估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為基準日，採用收益法對沿江公

司 100%權益進行評估。由於採用收益法以現金流量折現進行的評估構成上市規

則第 14.61 條下的盈利預測，本公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60A 及 14.62 條有關盈

利預測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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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4.62 條，本次評估的重要假設前提主要包括： 
 

(i) 假設未來經濟環境、市場環境、社會環境(如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市場供求關

係、財政稅收政策、內外貿易政策、環境保護政策、金融貨幣政策等)等因素

不發生重大變化； 
(ii) 假設評估基準日後被評估單位持續經營； 
(iii) 假設被評估企業目前所執行的稅賦、稅率政策無重大變化； 
(iv) 假設評估基準日後無不可抗力對被評估單位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v) 假設被評估企業的所有資產及負債已列報或向評估師作出專項說明，不存在

其他負債／資產、或有負債／或有資產；或者其他相關權利／或有權利和義

務／或有義務等； 
(vi) 假設被評估企業採用的會計政策和深高速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本次評估以被評估企業以前年度的經營業績為基礎，分析收入、成本及財務結構

以及業務發展趨勢和增長變化情況等，對沿江公司未來經營和收益狀況進行了測

算，預期沿江公司各主要年度營業收入和企業自由現金流情況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期間(年) 營業收入 企業自由現金流 
2017年11-12月 6,857.60  5,260.34  
2018 44,195.75  4,082.03  
2019 49,455.09  762.46  
2020 64,570.39  24,545.01  
2025 117,627.15  74,435.06  
2030 123,680.83  93,385.02  
2038年(至12月27日止) 140,580.63  95,278.28  

 
基於以上前提和假設，沿江公司股東全部權益的市場價值於評估基準日 2017 年

10 月 31 日的評估結果為人民幣 14.72 億元(約港幣 17.1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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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董事會已審閱本次評估所依據的主要假設，並認爲本次評估乃

經充分及審慎查詢後列出。深圳國際委任其審計師畢馬威就本次評估所採用的貼

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計算向其董事會作出報告。深高速之審計師安永已覆核鵬信

資產的評估所依據的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計算。相關的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董事

會函件、畢馬威及安永之函件已分別載於本公告附錄一、二、三及四。 
 
有關沿江公司之資料 
 
沿江公司爲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爲沿江項目的建設、經

營和管理。廣深沿江高速公路(省道 S3)為一條連接廣州黃埔區及深圳南山區的高

速公路，長約 90 公里，為連接廣州與深圳、廣東與香港的重要幹道。沿江項目

為廣深沿江高速公路在深圳的路段，起於東莞與深圳交界的東寶河，止於深圳市

南山區，南接深港西部通道，全長約 37 公里，雙向 8 車道。沿江項目分二期建

設，沿江一期位於廣深沿江高速公路主線，收費里程約 30.9 公里，已於 2013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車，收費期為 25 年；沿江二期包括深中通道深圳側接線、機場

互通立交和國際會展中心互通立交等，線路長約 5.7 公里。沿江二期已於 2015 年

12 月開工建設，計劃於 2019 年底通車。 
 
根據深圳市政府批准的沿江項目投融資方案，沿江項目預計總成本約人民幣 167
億元，其中政府出資人民幣 103 億元，沿江公司以收費權質押向銀行貸款人民幣

64 億元(其中沿江一期人民幣 54 億元，沿江二期人民幣 10 億元)。截至本公告之

日，政府已出資約人民幣 71 億元，沿江公司已將沿江項目現有的收費權質押予

以國家開發銀行為首的銀團，申請了總額度人民幣 54 億元的銀團貸款，並已累

計使用約人民幣 47 億元的額度。 
 
沿江一期 2016 年及 2017 年 1-10 月的日均混合車流量分別約爲 7.36 萬輛和 7.72
萬輛，日均路費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 106.58 萬元和人民幣 111.3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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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持會計信息的一致性，深高速已聘請安永對沿江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十個月的財務報表進行了審計，並按照深

高速的會計政策進行了追溯調整。下表載列沿江公司追溯調整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兩個會計年度及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十個月財務資料： 

 
單位：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未經審計) 

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止年度 

(經審計) 

截至2017年 
10月31日止十個月 

(經審計) 

淨利潤/(虧損) 
(除稅前) 

(145,944.08) (108,250.41) (57,345.53) 

淨利潤/(虧損) 
(除稅後) 

(145,944.08) (108,250.41) (57,345.53) 

 
於2015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於2016年 
12月31日 
(經審計) 

於2017年 
10月31日 
(經審計) 

資產淨值 1,637,595.94 1,529,345.53 1,472,000 
 
訂立收購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收費公路和道路的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屬於深高速的一般及正常業務範圍，深

高速董事會認為，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是珠江三角洲地區重要的南北向核心通道，

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連通廣州、深圳和香港的重要走廊，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

沿途所經區域經濟活躍。目前，沿江項目仍處於開通初期，周邊路網尚不夠完善，

短期內，將給深高速集團的經營業績帶來輕微的負面影響。隨著沿江項目沿途區

域經濟的穩步發展，周邊路網的不斷完善，沿江項目的營運表現將進入快速增長

期。從長遠角度看，收購沿江公司 100%權益，有利於提高深高速的業務規模和

盈利基礎，為深高速貢獻穩定增長的現金流量。收購事項將進一步鞏固深高速於

公路的投資、管理及營運方面的核心優勢，符合深高速的發展戰略和整體利益。

收購事項是深高速抓住有利的市場契機，與深圳投控磋商談判的結果，充分體現

了深圳投控支持深圳國際及深高速發展的積極態度，並鞏固了深圳投控信守承諾

的良好形象，是兼顧各方利益的雙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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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亦符合深圳國際整固優質基建項目資源的策略。深高速為深圳國際的附

屬公司，深高速進一步鞏固其核心優勢，對深圳國際整體有利。 
 
深圳國際的董事會認為收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交易條款

公平合理，且符合深圳國際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 
 
為符合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高雷先生、李海濤先生、劉軍先生(三位均為深圳投

控的全資附屬公司 Ultrarich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董事)及劉曉東先生（為深圳投

控的董事)已就有關收購協議的深圳國際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深高速的董事會(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會於將寄發予深高速獨立股東的通

函中表達意見)認為， 收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交易條款

公平合理，符合深高速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胡偉先生、趙俊榮先生、謝日康先生、劉繼先生、廖湘文先生(均為與深圳國際或

沿江公司有關連的深高速董事)已就有關收購協議的深高速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

票。除上述董事外，概無深高速董事須就有關收購協議的深高速董事會決議放棄

投票。 
 
深圳投控、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資料 
 
深圳投控 
 
深圳投資控股主要從事産權管理、資本經營、投資及融資業務，其於本公告之日

間接持有深圳國際约 44.25%權益。 
 
深圳國際 
 
深圳國際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流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經營，並依託擁有

的基礎設施及信息服務平台向客戶提供各類物流增值服務。 
 
深高速 
 
深高速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收費公路和道路及其他城市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投

資、建設及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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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之日，深高速為深圳國際擁有 50.889%權益的附屬公司，深圳投控為深

圳國際的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所定義)，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行股本約 44.25%，

沿江公司為深圳投控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深圳投控

及沿江公司皆為深圳國際及深高速之關連人士，而收購協議項下交易將構成深圳

國際及深高速的關連交易。 
 
對於深圳國際及深高速而言，由於收購協議項下交易各自適用之百分比率高於

5%但低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收購協議項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

告規定，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收購協議項下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及獨立

股東批准之規定。 
 
專家及同意 
 
於本公告內提供意見及建議之專家資格如下： 

 
名稱 資格 

鵬信資產 於中國從事評估的獨立合資格評估師 

畢馬威 香港執業會計師 

安永 中國執業會計師 
 
據深圳國際董事所知及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鵬信資產及畢馬威均為深圳

國際之獨立第三方。 
 
於本公告之日，鵬信資產及畢馬威各自於深圳國際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中概無實益

擁有任何股權或任何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深圳國際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權

利(不論具法律效力與否)。 
 
據深高速董事所知及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鵬信資產及安永均為深高速之

獨立第三方。 
 
於本公告之日，鵬信資產及安永各自於深高速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中概無實益擁有

任何股權或任何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深高速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權利(不論

具法律效力與否)。 
 
鵬信資產、畢馬威及安永各自已就刊發本公告發出同意書，同意以本公告現時刊

行之形式及涵義載入彼等之意見及建議並引述其名稱，且不會撤回其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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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委員會及獨立財務顧問 
 
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已分別成立各自的獨立董事委員會(分別由深圳國際全體獨立

非執行董事及深高速全體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以就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向其

各自的獨立股東提供建議。並無任何獨立董事委員會成員於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

易中擁有重大利益。 
 
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將分別委任獨立財務顧問以就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向深圳

國際及深高速各自的獨立董事委員會及各自的獨立股東提供建議。 
 

深圳國際之股東特別大會 
 
深圳國際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並酌情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 
 
於本公告日期，深圳投控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行股本約 44.25%。深圳投控及其

聯繫人士於深圳國際股東特別大會就表決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的決議案須放

棄投票。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據深圳國際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除深圳投

控及其聯繫人士外，概無深圳國際的股東須於深圳國際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收

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深高速之臨時股東大會 
 
深高速將召開臨時股東大會，以考慮並酌情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 
 
於本公告日期，深圳國際間接持有深高速已發行股本 50.889%，而深圳投控為深

圳國際的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所定義)，間接持有深圳國際已發行股本約44.25%。
深圳投控及其聯繫人士(包括深圳國際及其聯繫人士)於臨時股東大會上就批准收

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的決議案放棄投票。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據深高速董事

所知、所悉及所信，除深圳投控及其聯繫人士(包括深圳國際及其聯繫人士)外，

概無深高速的其他股東須於臨時股東大會上就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的決

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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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深圳國際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及深高速將召開臨時股東大會，以考慮及酌情

批准收購協議及其項下交易。預期深圳國際及深高速將於 2018 年 1 月 4 日或之

前分別向其股東寄發一份通函，其內容載有(其中包括)(i)收購事項之詳情；(ii)獨
立董事委員會對收購事項之推薦建議；(iii)獨立財務顧問對收購事項之意見函。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收購協議由深高速向深圳投控收購沿

江公司 100%權益之事宜 

「收購協議」 指 深高速、深圳投控及沿江公司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就收購事項簽訂的股權收購協

議 

「聯繫人」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沿江公司」 指 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註册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

本公告之日由深圳投控擁有 100%權益 

「沿江一期」 指 沿江項目一期，為沿江項目主線，收費里

程約 30.9 公里，已於 2013 年 12 月 28 日

建成通車 

「沿江二期」 指 沿江項目二期，包括深中通道深圳側接

線、機場互通立交和國際會展中心互通立

交等，全長約 5.7 公里 

「沿江項目」 指 廣深沿江高速公路(廣州至深圳)於深圳市

的路段，分為沿江一期和沿江二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代建合同」 指 深高速與沿江公司於 2011年 9月 9日簽訂

的《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項目建設

委託管理(代建)合同》 

「代管協議」 指 深高速與沿江公司於 2016年 12月 30日簽

訂的《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一期項目

營運委託管理服務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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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管理合同」 指 深高速與深圳投控於 2009 年 11 月 6 日簽

訂的有關沿江公司委託管理之《委託經營

管理合同》及其他相關協議 

「安永」 指 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 (特殊普通合

夥) ，中國執業會計師 

「港幣」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畢馬威」 指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鵬信資產」 指 深圳市鵬信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

公司，一家於中國從事評估的獨立合資格

評估師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不包括

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及臺灣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人民幣 

「深圳投控」 指 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

册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代建補充合同」 指 深高速與沿江公司於 2016年 6月 1日簽訂

的《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項目建設

委託管理(代建)補充合同 

「深高速」 指 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

註册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於聯交

所上市，而 A 股於上海證券交易所上市 

「深圳國際」 指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

册成立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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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本公告內，港幣與人民幣之間按港幣 1.00 元兌人民幣 0.86 元的匯率換算。該等兌換僅供
參考，並不表示人民幣或港幣金額已按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譚美美 

承董事會命 
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羅琨 

 
中國，深圳，2017 年 12 月 11 日 
 
 
於本公告之日，深圳國際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雷先生、李海濤先生、鍾珊群先生、劉
軍先生及胡偉先生；非執行董事謝楚道先生及劉曉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銘源先生、
丁迅先生、聶潤榮先生及閻峰博士，太平紳士。 
 
於本公告之日，深高速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吳亞德先生(執行董事兼總裁)、
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廖湘文先生(非執行董事)、趙俊榮先生(非執行董事)、謝日康先生(非執
行董事)、劉繼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元鈞先生(非執行董事)、區勝勤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林
鉅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春元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蔡曙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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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函件 
 
 
香港 
中環港景街一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樓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 
 
 
敬啟者： 
 
關於：收購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沿江公司」)的全部權益 
 
茲提述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及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
公司擁有 50.889%權益之附屬公司) 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刊發的聯合公告( 「公

告」) 所提述之深圳市鵬信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 (「鵬信資產」) 就
沿江公司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股東全部權益的市場價值所進行的評估(「評估」)。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4.61 條， 評估

採用折現未來估計現金流量法編製， 因此評估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盈利預測(「盈

利預測」) 。 
 
吾等已審閱鵬信資產編制的評估報告及考慮吾等之審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向本公司發出有關評估所依據的折現未來估計現金流量就

計算而言是否妥當編製的報告。 
 
吾等謹此確認， 盈利預測乃經適當及審慎查詢後作出。 
 
此致 
 

承董事會命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總裁 
李海濤 
謹啟  

 
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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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圳高速公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函件 
 
 
香港 
中環港景街一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樓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 
 
 
敬啟者： 
 
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62條 
 
茲提述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7
年12月11日刊發的聯合公告(「公告」)所提述之深圳市鵬信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

估價有限公司(「鵬信資產」)就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股東全部

權益的市場價值所進行的評估(「評估」)。 
 
吾等已審閱鵬信資產負責的評估，並與鵬信資產就相關事項(包括其所進行評估的

基準及假設的一部分)進行討論。吾等亦已考慮吾等之審計師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於2017年12月11日向本公司發出有關評估所依據的折現未來估

計現金流量就計算而言是否妥當編製的函件。 
 
按上述的基準，吾等認爲公告所提述之評估乃經充分及審慎查詢後列出。 
 
  此致 
 

代表董事會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總裁 
吳亞德 
謹啟 

 
2017年12月11日 
 
  



附錄三 

 
以下為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香港執業會計師） 

所編製的報告全文，以供載入於本公告。 

 

 
 

 

獨立申報會計師就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 100%權益價值估值有關 

折現未來現金流量之計算發出之鑒證報告 
 

致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 

 
本所（以下簡稱「我們」）提述深圳市鵬信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1 日出具的關於評估深圳市廣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目標公

司」）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00%權益而擬備的估值（「估值」）所依據的折現未

來現金流量。該估值根據折現未來現金流量擬備，被視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61條下的盈利預測。 

 

董事對折現未來現金流量的責任  

深圳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董事」）負責根據董事確定並載於估值中的基準及

假設擬備折現未來現金流量。該責任包括就擬備估值所用的折現未來現金流執行適

當的程式，並應用適當的擬備基準；及根據情況作出合理估計。 
 

我們的獨立性及質量控制 

我們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職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中對獨立性及其他職業道

德的要求，有關要求是基於誠信、客觀、專業勝任能力和應有的關注、保密及專業

行為的基本原則而制定的。 
 

本所應用《香港質量控制準則》第1號「會計師事務所對執行財務報表審計和審閱、

其他鑒證和相關服務業務實施的質量控制」，因此保持一個完整的質量控制制度，

包括制定有關遵守職業道德要求、專業準則以及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的政策和程

式守則。 
 

 



申報會計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4.62(2)條要求,就評估中所用的折現未來現金流量之

計算作出報告。折現未來現金流量並無涉及採納任何會計政策。 
 

意見的基礎 

我們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鑒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經修訂）「非審

計或審閱歷史財務資料之鑒證工作」執行工作。此項準則要求我們規劃及執行有關

程式，以就計算而言,董事是否已根據載於估值中董事所採納的基準及假設妥為擬備

折現未來現金流量獲取合理保證。我們按照董事所採納的基礎及假設對折現未來現

金流量的擬備及算術計算執行程式。我們的工作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範圍為小。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計意見。 
 

意見        

我們認為，就計算而言，折現未來現金流量於所有重大方面已根據載於估值中董事

所採納之基準及假設妥為擬備。 
 

其他事項 

在毋須作出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我們謹請閣下注意，我們並非對折現未來現金流量

所依據之基準及假設的適當性及有效性作出報告，我們的工作亦不構成對目標公司

作任何估值或對估值發表審計或審閱意見。 

 

折現未來現金流量取決於未來事件及多項無法如過往業績般進行確認及核實的假

設，且並非全部假設於整個期間內一直有效。我們執行的工作旨在根據上市規則第

14.62(2)條僅向  閣下報告，而不作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我們

的工作所涉及、產生或相關的任何責任。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17年 12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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