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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主持人：唐建辉董事长 

会议时间：2008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00 开始 

会议地点：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金仕顿大酒店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二、 审议下列议案 

1、《关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3、《关于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审议、提问，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答疑 

四、对上述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五、统计有效表决票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公司聘请的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八、董事长唐建辉先生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会议结束 

 

 

 



福建高速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06 年 6 月，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经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国

资委批复同意，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大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公司）

向社会承诺：“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将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把

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注入本公司”。目前，有关罗宁高速公

路收购事宜已准备就绪，现汇报如下： 

一、罗宁高速公路基本情况 

1、罗宁高速公路为省高速公司的独资子公司福建罗宁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宁公司）所有，省高速公司持有罗宁公司 100

％股权，罗宁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国霖 

注册资金：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35000010000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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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对罗

宁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华证中洲审（2007）NZ 字

第 020609 号），截止 2007 年 12 月 21 日，罗宁公司总资产 132,642.93

万元，总负债 80,000 万元，净资产 52,642.93 万元。 

截止 2007 年 12 月 27 日，省高速公司所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股

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罗宁公司所拥有的主要资产亦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罗宁公司主要资产概况： 

罗宁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为罗宁高速公路资产。罗宁高速公路是

国家高速公路网沈海线在福建省境内的组成部分，北起宁德城关，南

至罗源上楼，主线里程 33.114 公里，主体工程于 2000 年 2 月建成通

车并开始收费。罗宁高速公路原设计为山岭重丘区一级汽车专用线技

术标准，1997 年底在一级汽专线的基础上对部分工程进行增补，变

更提高为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计算行车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1.5 米（整体式路基）和 10.75 米（分离式路基），全线桥涵设计车

辆荷载采用汽车一级一超 20 级，挂车—120，全线封闭控制出入。全

线共有隧道 2 座（左洞 3155 米，右洞 3180 米），特大桥 1 座 1598.38

米，大桥 6 座，中小桥 12 座，涵洞通道 111 道，互通式立交 4 处，

分离式立交 2 处，收费站 4 处。 

随着福建省社会经济逐年稳步增长，特别是 2003 年 6 月沈海高

速福建段全线通车以来，罗宁高速车流量逐年提高，2003、2004、2005、

2006 年车流量分别为 10830 辆、15822 辆、17137 辆和 20414 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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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费分配收入分别为 8197 万元、11397 万元、11744 万元和 13710 万

元。 

3、罗宁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2007 年 12 月 6 日，省政府办公厅以闽政办函〔2007〕132 号文

批复同意省高速公司将罗宁高速公路转让给本公司，同时将罗宁高速

公路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止的收费期限一并授予

本公司。 

4、资产评估 

省高速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罗宁公司股权进行评估，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对罗宁公司进行了整体评

估，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通评报字〔2007〕198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2 月 21 日，

罗宁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60,930.98 万元，较净资产账

面价值52,642.93 万元相比，增值8,288.05 万元，增值率为15.74%。 

 

二、收购罗宁公司股权 

经过充分协商，本公司拟向省高速公司收购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为 61,000

万元，该收购价格包含 K166 路段改造工程款。收购款项分三期支付，

首期款 3000 万元于 2007 年底前支付，第二期 51%的收购价款在收购

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剩余收购款于 2008 年底前支付完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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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具体条款参见《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 

三、收购资金来源 

因公司自有资金将全部投入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上述收购资

金将主要来自银行贷款。 

经测算，罗宁高速公路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0.37％，该项目总体

财务效益较好，借款偿还期适中，在财务上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收购罗宁公司股权，本公司经营管理的高速公路里程得

以延伸，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也更加扎实。 

本次罗宁公司股权收购事宜构成本公司与省高速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请股东大会审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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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协议各方] 

 

转让方：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受让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宁公司”）系在福建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000100008248，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同），系甲方的全资子公

司。为了盘活福建省高速公路资产存量，同时，为了履行甲方在乙方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甲方愿意将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的股权

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亦愿意受让上述股权。兹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

信用原则，经友好协商，就转让罗宁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上述股权。 

 

    第二条  转让价格 

    1、甲、乙双方同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罗

宁公司进行整体评估，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07 年 12 月 21 日。 

2、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通评报字〔2007〕198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2 月 21 日，罗宁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60,930.98 万元。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转让价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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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61,000 万元。 

3、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应当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若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与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揭示的评估结果不一

致，甲、乙双方应以不低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对

转让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甲、乙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即 2007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罗宁公司发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罗宁公司发生的损益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5、由于本次资产评估范围包括在建工程罗宁高速公路 K166 工程，并已按照

该工程的概算数据 1.4129 亿元暂估入账，甲、乙双方商定，待 K166 改造工程竣

工验收结算后，甲方将依据竣工决算金额和上述概算金额（1.4129 亿元）之间

的差额与罗宁公司结算，多还少补，并积极配合罗宁公司办理相关资产及相关文

件资料的移交手续。 

      

第三条  付款时间及方式 

乙方应当按照以下时间分三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应当在收到转

让价款后七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有效的收款凭据： 

1、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应当向甲方预付 3,000 万的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 51%的转让价款。 

3、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第四条  股东变更登记 

1、在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五个工作日内，甲、乙

双方应当共同通知罗宁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 

2、甲方应配合乙方及罗宁公司向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手续。 

 

第五条  甲方承诺 

1、甲方未对本次拟转让的股权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2、甲方未签署过任何包含禁止或限制拟转让的股权转让之条款的合同、协



福建高速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8

议或其他文件。 

3、不存在任何禁止或限制本次拟转让的股权进行转让的判决、裁决或行政

决定等。 

 

第六条  税费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各自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对甲、乙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违反，否则，

即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八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凡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均应当

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应当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协调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权力机构和政府有权部门批准

后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报送政府有关部门二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在

福建省福州市签订。 

 

甲方：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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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确保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和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贷款额度 47 亿元，其中，40 亿元用于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扩

建工程（含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等），

７亿元用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以泉厦

高速公路收费权为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贷款额度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该额度

范围内签署相关贷款合同文本。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