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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划分
养护业务

接受
劳务

1

福泉高速公路
综合服务费 2

土地
租赁

福泉高速公路土
地使用权租赁费 3

租用
办公楼

福泉公司办公楼
租用费 4

出租房
屋

关联方
福建省高速公路养
护工程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
路经营开发公司

（单位：万元）
2013 年实
2014 年预计金额
际发生额
4,500

2,689

145

145

1,360

1,360

福州罗长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161.96

145.14

罗宁公司房屋出
租5

宁德市高速公路养
护工程有限公司

12

12

行业
管理

高速公路行业管
理费 6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2,627

2,592.90

广告牌
经营权
承包费

福厦传媒公司广
告牌经营权承包
费7

厦门金泉厦实业有
限公司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
路经营开发公司

500

597.21

说明：
1、养护业务：2013 年度养护业务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 2,689 万元，2013
年年初对全年养护业务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为 2,300 万元，因此，2013 年养护业
务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超出年初预计金额 389 万元，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超出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事项。根据 2014 年度养护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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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施工安排，预计 2014 年将发生养护关联交易 4,500 万元左右。
2、福泉高速公路综合服务费：根据福泉公司与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
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福泉公司租用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
务有限公司拥有的福泉高速公路十个通行费征管所的附属生活区房建设施。协议
约定，福泉高速公路每年度的综合服务费为 145 万元。
3、福泉高速公路土地使用权租赁费：根据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闽国土资函
[2002]317 号文《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泉高速
公路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和批准土地资产处置方案的函》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赁
合同》，福泉公司向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租赁福泉高速公路土
地使用权，从 2001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31 年 10 月 30 日共计 30 年，土地使用
权租赁费每年 1,360 万元，由本公司直接支付给福建省财政厅。2011 年 1 月 18
日福泉扩建工程基本建成通车，根据扩建工程所占用的土地面积及对应的单价，
本公司聘请福建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预估福厦扩建工程占地需缴纳的土地租
金，其中福泉段土地租赁租金为每年 957.47 万元，福泉公司根据上述预估数据
预提了土地租金，实际需缴纳租金金额以最终签订的租赁协议为准。
4、福泉公司办公楼租用费：根据福泉公司与福州罗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
订的《写字楼（房屋）租赁合同》，福泉公司向罗长高速公路公司租用福州市晋
安区王庄街道福马路 168 号名城花园 28#楼（写字楼）10-11 层作办公写字楼使
用，租赁期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 94.68 万元。2013
年 4 月，福泉公司与福州罗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期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年租金 161.96 万元。2013 年福泉公司实
际支付租金 145.14 万元，预计 2014 年福泉公司将支付办公楼租金 161.96 万元。
5、罗宁公司房屋出租：根据罗宁公司与宁德市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罗宁公司将宁德市后岗京都路国信苑 1 号楼房屋出租给宁
德市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租赁期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 12 万元。
6、高速公路行业管理费：行业管理费系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福建省财政厅闽财建[2008]179 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有关管理经费问题的批复》向公司收取的高速公路行业管理费用。高速公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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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按照通行费分配收入的 1%收取，年初预计 2013 年度公司发生的高速公
路行业管理费用为 2,500 万元，实际发生数为 2,592.90 万元，超出 92.90 万元系
通行费分配收入增长所致。预计 2014 年公司发生的高速公路行业管理费用为
2,627 万元，具体金额将随着通行费分配收入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7、福厦传媒公司广告牌经营权承包费：根据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厦传媒公司”）分别与厦门金泉厦实业有限公司和福建
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告经营权承包协议》，福厦传媒公
司承包福厦高速公路用地内、附属设施、高速公路两旁建筑控制区的广告经营业
务，2013 年福厦传媒公司预计支付承包费用 595 万元，实际发生 597.21 万元，
超出 2.21 万元系广告收入增加所致。预计 2014 年福厦传媒公司将支付承包费用
500 万元，具体金额将随着广告收入的变化而有所变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福建省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省养护公司”）
法人代表：钟发林
注册资本：8,578 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24 层
经营范围：公路养护、公路养护机械租赁、维修、园林绿化；交通安全设施
工程；公路建设工程技术资讯服务；沥青，水泥，砂石等筑路材料。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二）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省高速公路公司”）
法人代表：黄祥谈
注册资本：10 亿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18 层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 工业生产资料，百货，建
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福泉经营服务公司”）
法人代表：陈斌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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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福马路 168 号名城花园 28#楼 9 层
经营范围：道路绿化、机械加工和租赁；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
子计算机及配件；工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百货、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经
营定型包装食品、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非直接入口食品）、冷冻（藏）食品
（仅限分支机构）；管道维护、房屋修缮等高速公路服务项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
的履约能力。
（四）福州罗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简称：罗长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霖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38 号中央公馆 3 层
经营范围：对所辖高速公路进行投资、建设、管理；按规定收取车辆通行
费，从事高速公路道路绿化、养护、车辆清障拯救、装潢广告；物业管理；房屋
修缮、房屋和设备租赁；机电系统和交通配套设施的管理维护；建筑材料、机械
设备、苗圃绿化、百货经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五）宁德市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宁德养护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则光
注册资本：500 万
注册地址：宁德市蕉城区后岗环岛国防教育中心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设计、施工；公路养护、公路养护机械租赁、维修；
园林绿化、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公路机电、通讯设施维护；公路工程技术咨询服
务；沥青、砂石筑路材料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省养护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六）厦门金泉厦实业有限公司（原泉州金泉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俊琴
注册资本：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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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霞溪路 45 号之三 138 室
经营范围：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社会
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教育咨询（不含教育培训及出国留学中介、咨
询等须许可审批的项目）；其它未列明的教育（不含须行政许可审批的事项）；其
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其他日用品零售；服装零售；鞋帽零售；汽车零配
件零售；通信设备零售；货物运输代理；旅客票务代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
赁；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办公服务；包装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管
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凭相关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机织服装制造。
原泉州金泉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变更
后公司名称为厦门金泉厦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厦门。厦门金泉厦实业有限公
司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高速公路日常养护的关联交易定价是以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我省高
速公路运营成本定额的通知》
（闽财建[2001]122 号文）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或
招投标确定。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泉
公司”）土地使用权租金是以福建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福泉高速公路
主营部分用地租赁土地估价报告》
（编号：闽大地[2002]估 202 号）为基础制定。
3、行业管理费系省高速公路公司根据福建省财政厅每年关于批复省高速公
路公司年度管理经费支出计划的函向本公司收取的。
4、综合服务费等关联交易系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制定。
5、福厦传媒公司广告牌经营权承包费根据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厦传媒公司”）分别与厦门金泉厦实业有限公司和福建省
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告经营权承包协议》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4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运营
所需开展的项目，关联交易的定价或以政府批文为依据、或以市场市场价格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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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不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
重大影响。
五、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
案》，公司关联董事黄祥谈先生、王敏先生和徐梦先生回避表决，公司 8 名非关
联董事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预计的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
有偿”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交易行为规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3 年高速公路土地使用权租赁等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延续本公司与关联
方已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赁合同》。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赁合同》约定：福
泉公司向福泉经营服务公司租赁福泉高速公路土地使用权 10,832,466.29 平方米，
从 2001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31 年 10 月 30 日共计 30 年，土地使用权租赁费每
年 1,360 万元。该项土地使用权租赁费由福泉公司直接支付给福建省财政厅。
2、福泉公司与福泉经营开发公司拟签的《综合服务协议》约定：福泉公司
每年需支付给福泉经营开发公司综合服务费 145 万元。
3、本公司、罗宁公司及福泉公司行业管理费系省高速公路公司按福建省财
政厅闽财建[2008]179 号《福建省财政厅关于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管理
经费问题的批复》向本公司及罗宁公司、福泉公司收取的。
4、根据福泉公司与福州罗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最新签订的《写字楼（房屋）
租赁合同》，福泉公司向罗长高速公路公司租用福州市晋安区王庄街道福马路
168 号名城花园 28#楼（写字楼）10-11 层作办公写字楼使用，租赁期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年租金 161.96 万元。近期，福泉公司将与福州罗
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续签租用合同。
5、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厦传媒公司”）分
别与泉州金泉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的《广告经营权承包协议》，福厦传媒公司承包福厦高速公路用地内、附属设
施、高速公路两旁建筑控制区的广告经营业务，广告经营权承包年限自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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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七、备查文件
1、《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赁合同》；
2、《独立董事之独立意见》。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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