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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200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法定 法定 少數

股本 股本溢價 盈餘公積 公益金 未分配利潤 合計 股東權益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05年1月1日重列數 5,037,748 5,730,454 617,028 308,515 1,576,517 13,270,262 413,464 13,683,726

本年溢利及確認之總收益 — — — — 668,028 668,028 32,854 700,882

分配 — — 88,591 44,296 (132,887 ) — — —

股息 — — — — (730,473 ) (730,473 ) — (730,473 )

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29,410 ) (29,410 )

2006年12月31日 5,037,748 5,730,454 705,619 352,811 1,381,185 13,207,817 416,908 13,624,725

結轉（註） — — 352,811 (352,811 ) — — — —

本年溢利及確認之總收益 — — — — 1,174,111 1,174,111 39,167 1,213,278

分配 — — 135,704 — (135,704 ) — — —

股息 — — — — (730,473 ) (730,473 ) — (730,473 )

少數股東之股息 — — — — — — (28,247 ) (28,247 )

2006年12月31日 5,037,748 5,730,454 1,194,134 — 1,689,119 13,651,455 427,828 14,079,283

註：

根據《關於《公司法》施行後有關企業財務處理問題的通知》（財企 [2006] 67號）的有關規定，2005年12月31日的法定公益金的結餘轉作盈餘公積金

管理使用。同時從2006年1月1日起，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定財務報告的利潤中提取法定公益金已不再需要。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公司的章程，公司及其於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將每年法定除稅後利潤的10%（經抵銷以前年度的虧損後）撥往法定公積金內。

當該等儲備基金的結餘達各實體的資本的50%時，則公司可選擇是否繼續作出撥款。法定公積金可用以抵銷以往年度虧損或增加股本。惟將法定

公積金增加股本或抵銷以往年度虧損後，儲備餘額不得少於註冊資本的25%。

法定公積金的所有權屬於組成本集團的各個公司所有。

法定公積金不得用作其設立目的以外的用途及不得作為現金股息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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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200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762,326 990,608

調整：

　財務成本 455,278 168,334

　利息收入 (10,186) (5,945)

　交易性投資公允價值變動 (2,047) —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分得的股息 (200) (200)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28,265) (135,995)

　出售－聯營公司之損失（收益） 714 (2,53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4,858 138,054

　收費公路設施之折舊 570,390 277,187

　土地使用權之租金 64,593 64,703

　其他應收款之減值損失 297 11,552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收費公路設施之損失 15,271 13,386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2,913,029 1,519,152

存貨增加 (945) (2,691)

發展中物業增加 (1,207) —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增加 (40,201) (5,496)

交易性投資增加 (35,737) —

其他應付款增加 27,647 26,56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2,862,586 1,537,525

已付利息 (455,278) (422,293)

已付中國所得稅 (470,807) (246,59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936,501 868,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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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0,186 5,945

已收聯營公司股息 112,865 118,916

已收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的股息 200 200

出售－附屬公司 — 1,000

出售－聯營公司 4,082 26,9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收費公路設施收入 2,814 2,26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收費公路設施 (1,210,499) (4,003,181)

購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2,500) (1,000)

前合營公司的借款償還 1,000 1,000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081,852) (3,847,949)

籌資活動

已付股息 (743,621) (715,976)

已付少數股東之股息 (28,247) (29,410)

新借長期借款 — 2,070,000

償還長期借款 (507,939) (208,044)

發行短期融資債 — 3,912,026

償還短期融資債 (3,912,026) —

新借短期借款 6,310,000 4,380,000

償還短期借款 (2,250,000) (5,880,00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131,833) 3,528,5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額 (277,184) 549,2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初數 1,074,058 524,7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末數，代表現金及銀行存款 796,874 1,07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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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200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 一般資料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H股及A股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的控

股方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蘇交通」）系一家設立在中國的國有公司。本公司註冊地址及經營地址已在

年報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系按人民幣編制，人民幣同樣為本公司之運作貨幣。

本公司以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建設、經營和管理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滬寧高速公

路」）、312國道江蘇段（「寧滬二級公路」）、南京至連雲港一級公路南京段（「寧連公路」）及其他江蘇省境內

的收購公路，並發展收費公路沿線的客運和其他輔助服務。

2. 應用新的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對2005年12月1日，2006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

效的多項新準則、修訂本和詮釋（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如何

編制及呈列當年或先前會計年度業績沒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2

香港(IFRIC)－詮釋第7號 惡性通貨膨脹的經濟環境下在財務報告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應用重列法3

香港(IFRIC)－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4

香港(IFRIC)－詮釋第9號 再評估嵌入衍生工具5

香港(IFRIC)－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6

香港(IFRIC)－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物股份交易 7

香港(IFRIC)－詮釋第1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8



財務報表附註
200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1062006年年報

2. 應用新的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1 於2007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06年3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6年5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06年6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2006年1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2007年3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2008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了董事目前考慮到目前尚不能確定香港 (IFRIC) 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對集團財務狀況的影響程

度外，董事預期，在未來期間應用此等新準則和詮釋公告不會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重要會計政策

除了某些在會計政策中解釋的交易性投資以公允價值計量外，該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制。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

易所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合併了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實體（其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控制是指本公司有權力掌管

該實體之財務及營運政策，從而受惠於其經營活動。

當年購入或處置的附屬公司，其經營成果分別自購買生效日開始或至處置生效日為止包括在綜合收益表

內。

如需要，將會就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作出調整，致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所用者貫徹一致。

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結餘、收入及開支於綜合帳目時予以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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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被合併的附屬公司淨資產內的少數股東權益會在本集團的權益中單獨列報。淨資產內的少數股東權益包括

原業務購並當日的權益金額以及自合併日起少數股東所佔的權益變動額。歸屬於少數股東權益的虧損，如

果超過其在附屬公司的權益份額，除非該等少數股東有義務或能夠增加投資以彌補有關損失，否則有關超

出的虧損額會由本集團承擔。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聯營公司是投資者對其有重大影響的實體，不同於附屬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

聯營公司的經營成果、資產及負債會按權益法計入財務報表內。在權益法下，對聯營公司的投資會在綜合

資產負債表中以成本入帳，並根據本集團在購買後享有聯營公司淨資產份額的變動進行調整，再減去任何

個別投資減值進行列報。如聯營公司的損失超過本集團在該聯營公司所佔份額（包括任何長期權益會形成

本集團對該聯營公司的淨投資），本集團對其所佔的進一步損失不予以確認。只有當本集團發生法定或推

定義務或者替聯營公司付款時，額外的分佔聯營公司損失及相關負債才會將被確認。

於2005年1月1日前收購產生之商譽

訂立協議收購聯營公司而產生之商譽指收購成本超逾本集團於有關聯營公司在收購當日可識別資產及負債

公允值之差額。本集團已由2005年1月1日起終止攤銷該商譽，而有關商譽（於2004年12月31日累積攤銷淨

額）會包括在投資的金額中並作為長期投資減值認定的一部分。

於2005年1月1日或之後收購產生之商譽

訂立的購買聯營公司所產生的商譽指購買成本超過本集團在聯營公司的可辨識資產、負債及或有負債在購

買當日的公允價值中所佔份額的部份。商譽會包括在投資的金額中並作為長期投資減值認定的一部分。

訂立的購買聯營公司協議所產生的收購折價指本集團在聯營公司的可辨認資產、負債及或有負債在購買當

日的公允價值中所佔份額超過業務購並重估的成本的部份，會立即確認於損益內。

當集團內公司與本集團聯營公司進行交易時，損益會按本集團在相關聯營公司權益所佔份額予以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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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收入確認

收入是按已收或應收對價的公允價值計量，即在正常業務交易中所提供的商品及勞務的應收金額減去折扣

及其他與銷售有關的稅項後的金額。

通行費收入，扣除營業稅後的淨額，於收取時予以確認。

銷售汽油收入於發貨時確認。

餐飲收入於服務提供完畢時確認。

排障及清障收入和廣告收入於服務提供完畢時確認。

利息收入按照未償還的本金及實際利率，按時間基準計提。實際適用利率是指用以對銀行存款在估計年期

內預計的未來現金流入折算的賬面利率。

投資的股息收入在本集團的收款權力確立時確認。

物業、廠房及設備

在建工程指發展之收費公路、本集團自用之樓宇及建築物，並按成本入賬。其中成本包括發展費用及其他

直接成本，包括在建築期間對工程項目借貸而產生的利息費用。當該等資產完工並可以使用時，它們將按

其他物業、房屋及設備的相同基準折舊。

在建工程以外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損失計價。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以原值減去估計殘值後，在估計可使用年限內以直線法計算。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估計可使用年限為估計可使用年限與剩餘經營期年期較短者。此等資產的估計可使用年限如下：

房屋建築物 30年

安全設備 10年

通訊及監控設施 10年

收費站及附屬設施 8年

汽車 8年

其他機器及設備 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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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廠房及設備（續）

物業、廠房和設備應在處置或者在其持續使用時不會產生未來經濟利益時，終止確認。物業、廠房和設備

處置形成的任何收益或損失（以處置淨收益與賬面淨值的差額計算），應在終止確認時在收益表中確認為收

益或費用。

收費公路設施

收費公路設施包括收費公路設施工程款及經營權，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和攤銷及累計減值損失後計價。

收費公路設施的折舊及攤銷按交通流量法，即按實際交通流量與管理當局預測的收費公路總流量或參考獨

立的交通顧問提供的交通流量預測報告的比例，自相關收費公路商業營業開始時進行計算，計算的折舊及

攤銷將直接抵減成本。

土地使用權

土地使用權以預付租賃款形式記列並按成本列示，並在租賃期限內按直線法在收益表內進行攤銷。

外幣

在編制集團內每一公司財務報表時，該公司以運作貨幣以外貨幣（外幣）進行的交易，按該種運作貨幣（即

該公司進行營運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於交易當日的匯率入賬。於各結算日，以外幣結算的貨幣項目按

結算日當時的匯率換算。

結算及換算貨幣項目所產生的匯兌差額計入期間的盈虧。

借貸成本

可直接歸屬於購買、建造或生產符合條件資產的借貸成本將會被資產化，作為這些資產的成本的一部分，

直到這些資產在實質上已達到擬定用途為止。在發生符合條件資產的支出前，將專項借款作暫時性投資而

獲得的投資收益應扣減可資本化的借貸成本。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在發生當期確認為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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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政府補助金

政府補助金在開始收款的期間確認於收益表，並在「其他收入」中列示。

退休福利成本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員工為當地所管理之國家退休福利基金計劃之成員，本集團在該計劃中的義務與界定

供款退休金計劃產生的義務相同。向由當地所管理之國家退休福利基金供款，按職工提供勞務而給予供款

時確認為費用。

稅項

所得稅是當期的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的總額。

當期所得稅是根據當年應稅利潤計算得出。應稅利潤不同於收益表上列報的利潤，因為應稅利潤並不包括

會計入在其他期間內的應稅收入或可抵稅支出等項目，並且不包括非應稅或不可抵稅項目。本集團的當期

所得稅負債是以結算日規定的或實質上規定的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是由於綜合財務報表中資產及負債的帳面金額與其用於計算應稅利潤的相應稅基之間的差額所產

生的預期應付或可收回稅款。遞延稅項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核算。一般情況下，所有應稅暫時性差異產

生的遞延所得稅負債均予確認，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只能在未來應納稅利潤足以用作抵銷暫時性差異的限

度內，才予以確認。如果暫時性差異是由商譽，或在某一既不影響納稅利潤、也不影響會計利潤的交易（除

了業務購並）中的其他資產和負債的初始確認下產生的，那麼，該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則不予確認。

在每一結算日會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帳面價值進行核查，並且在未來不再可能足夠繳納稅所得以收回部份

或全部遞延所得稅資產時，按不能轉回的部份扣減遞延所得稅資產。

遞延所得稅是以預期於相關資產實現或相關負債清償當期所使用的稅率計算。遞延所得稅會記入或貸記至

收益表，除非其與直接記入或貸記權益的項目有關，在這種情況下，遞延所得稅也會作為權益項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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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減值

在每個結算日，本集團會對其資產的帳面金額進行核查，以確定是否有跡象顯示這些資產已發生減值損

失。如果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該資產的帳面金額會減記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損失會

立即確認為費用。

如果減值損失在以後轉回，該資產的帳面金額會增加至其重新估計的可收回金額；但是，增加後的帳面金

額不能超過該資產以前年度未確認減值損失時應確定的帳面金額。減值損失的轉回會立即確認為收入。

存貨

存貨按成本或可變現淨值兩者較低者計價。成本按先進先出法計算。

發展中物業

發展中物業指為將來出售目的而持有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建築開發中的土地，其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

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發展中物業之成本包括土地使用權收購成本，開發成本以及其他直接發展支出。可

變現淨值乃按正常商業條件下預計銷售所得款項減除直至完成時之所有預計成本及銷售費用計算。

金融工具

當本集團某一實成為金融工具合同條款中的其中一方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會確認在本集團的綜合資產

負債表上。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實初步以公允價值計量，然後加上或扣除可以直接歸屬於獲得或簽發金融

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交易成本（不同於以公允價值計量（通過損益表）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獲得以公允價

值計量（通過損益表）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在發生時直接記入損益表。

金融資產

本集團金融資產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貸款和應收款項以及可供出售的

金融資產。所有普通交易中的金融資產的購入或出售以交易日為基準確認或終止確認。普通交易中的購入

或出售是指金融資產需在市場規章和慣列規定的時間範圍內轉移的購入或出售。各金融資產類別採用的會

計政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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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本集團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歸類為交易性投資。在初始確認後的各個資產負

債表日，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化於發生當期直接確認為損益。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具有固定或可決定的報酬的非衍生金融資產，其沒有活躍市場提供之市場價值。在初始

確認日後的資產負債表日，貸款及應收款項以實際利率法攤銷後的價值減去確認的減值損失後計量。當有

客觀證據表明該資產已經發生減值時應在損益表中從資產賬面價值與其以原實際利率折算後的預計未來現

金流量的差額確認資產減值損失。在期後如有客觀事件發生，使得原已確認減值損失的資產價值得以恢

復，需將減值損失轉回，但資產在轉回減值損失日期的賬面價值不得超過未確認減值時的資產攤餘價值。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的財務資產為非衍生金融工具，它們屬指定或不能歸屬於任何其他類別。對於在活躍市場並無市

場報價，且未能可靠衡量公允值的備供出售股本投資，它們按成本減任何於首次確認後每個結算日的任何

減值虧損計算。當有客觀證據證明該資產出現減值，則減值虧損計入為損益。減值虧損數額以資產賬面值

與按同類金融資產現行市場回報率貼現的估計日後現金流量現值的差額計算。該等減值虧損不會於其後期

轉回。

金融負債及權益

集團某一實體所發行的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是按照合同內訂明的安排實質及其定義而分類。

權益工具是指能證明本集團在減除所有負債後的資產中的剩餘權益的合同。對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所採用

的會計政策請見如下所述。

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工程款及其他應付款使用實際利息法以攤餘價值計量。其賬面價值接

近於公允價值。

權益工具

公司發行的權益工具以收到的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的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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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鍵性會計判斷和預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實體會計政策應用的關鍵性會計判斷

收費公路設施的折舊

收費公路設施的折舊按交通流量法，即按實際交通流量與管理當局預測的收費公路交通總流量，自相關收

費公路商業營業開始時進行計算，計算的折舊將直接抵減成本。

管理層於實際交通流量與預測交通流量比例以及其他可折舊資產之可使用年期時作出判斷。

預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在應用本集團列示於附註3的會計政策的過程中，管理層作出了下列對綜合財務報表列示數據中有重大影

響的估計：

收費公路設施的減值

附註3列示本集團對包括收費公路設施的資產賬面價值進行復核，以確定是否有跡象表明那些資產存在減

值問題。在復核收費道路設施是否存在減值的過程中，管理層在估計收費道路可回收金額時考慮的相關因

素包括：交通流量，公路收費標準，經營年限，維修成本以及來自於有關政府的潛在扶持（包括調整公路

收費和延長公路經營權）。為獲得收費公路可收回金額，管理層結合上述相關因素從而作出判斷。據此，

管理層認為收費公路的可收回金額超過其賬面價值，沒有相關減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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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

本集團之主要財務工具包括權益投資，借款，其他應收款，其他應付款及銀行存款。該等金融工具詳情於

各附註披露。下文載列與該等金融工具有關之風險及如何降低該等風險之政策。管理層管理及監控該等風

險，以確保及時和有效地採取適當之措施。

市場風險

(a) 公允利率風險

資產方面的利息風險主要存在於短期銀行存款，故沒有公允利率風險產生。本集團的公允利率風險主

要來自固定利率的銀行及其他借款（借款詳情參見附註26及附註27）。本集團大部分借款為一年內到期

之流動借貸。對於長期借款，本集團給予密切監控，如承擔的借款利率超過市場利率水平較多，本集

團將於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協商調整。因此，本集團之董事認為公允利率風險已被較好地降低及控

制。本集團並無利率對沖的政策。

(b) 外匯風險

外匯風險是指影響本集團財務成果和現金流的外匯匯率的變動中的風險。雖然本集團部分長期借款以

美元獲得，然而該比例佔本集團總資產較小。此外，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所以

本集團不存在任何重大外匯風險。

(c) 價格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性投資包括黃金現貨以及股票證券，在每一結算日以其公允價值列示。因此，本集團面

臨價格風險。本集團已於集團內部成立投資管理部分，由指定成員密切監控投資產品之價格變動。因

此本集團董事認為集團面臨之價格風險已被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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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工具（續）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及政策（續）

信用風險

本集團之信用風險主要涉及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和其他應收款。倘交易對手於結算日未能履行有關各

類已確認金融資產之義務，則本集團之信貸風險將以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列之該等資產賬面值為限。為減低

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察逾期債權。每一筆債項的可收回金額在每一個結算日予以審核，並且對於無

法收回的債權計提足夠的壞賬準備。因此本集團的董事認為由本集團其他應收款相關的信用風險已大幅減

少。

銀行存款招致的信用風險較小主要因為其交易對手為高信用的銀行。

本集團信用集中風險按地域劃分主要來自中國。

流動風險

本集團一直從密切監控經營現金流，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的從經營活動產生的流動資產和足夠的未使用

長期借款及短期借款額度（參見附註26及附註27）使本集團在可預見的將來能夠十足履行其財務責任。因

此，雖然本集團在結算日出現淨流動負債，本集團能較好地控制其流動風險。

公允價值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由下列因素決定：

有固定交易形式和條件，在公開活躍的市場買賣之交易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其公允價值根據市場報價列

賬；

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根據公認的以使用一般市場水平進行貼現現金流量分析為基礎的定價

模型列賬。

本集團董事認為在合併財務報表中列示之按攤余成本記錄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賬面價值接近於公允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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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業額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包括：

　通行費收入 3,312,426 1,875,845

　銷售油品收入 504,954 180,838

　餐飲收入 97,100 40,818

　清障收入及其他 11,089 7,403

3,925,569 2,104,904

7. 分部報告

本集團於一個行業內經營業務在中國經營收費公路。因此，本財務報表未呈列任何分業務及地域分部數

據。

8. 財務成本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下列期間全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款之利息費用：

五年以內 324,513 279,918

五年以上 130,765 142,375

供款費用合計 455,278 422,293

減：資本化金額 — (253,959)

455,278 168,334

計入符合條件資產成本的借款成本是從一般借入資金產生的，並按這些資產的支出以資本化率（2006：

無，2005：5.74%）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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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項包括：

中國所得稅 549,079 215,125

遞延稅項借記（貸記）（附註21） (31) 74,601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應付稅項 549,048 289,726

本公司以及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有關稅法規定，按33%（2005：33%）的所得稅稅率計繳企業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在香港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作出準備。

本年度的稅項可按綜合收益表的除稅前溢利調節如下：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溢利 1,762,326 990,608

按稅率33%（2005：33%）計算所得稅額 581,568 33.0 326,900 33.0

不得抵扣的費用所造成的所得稅影響 9,807 0.6 7,704 0.7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的所得稅影響 (42,327) (2.4) (44,878) (4.5)

稅項及本年度實際稅率 549,048 31.2 289,72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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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年溢利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金） 179,300 136,0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3,695 27,456

員工成本合計 212,995 163,555

核數師審計費 1,700 1,300

計提其他應收款的減值損失 297 11,552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收費公路設施折舊 755,248 415,241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損失 15,271 13,386

土地使用權之租金（包括在銷售成本及其他直接經營成本中） 64,593 64,703

已確認的存貨銷售成本 577,486 246,984

聯營公司分佔稅項（包括在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中） 60,849 61,478

計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0,186 5,945

收到的政府補助金（註） 1,810 800

投資未上市公司所獲取的股息 200 200

註： 本年度，本集團的政府補助金人民幣1,810,000元（2005：人民幣800,000）系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江蘇現代路橋

有限責任公司（2005：江蘇寧滬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所獲取的相關激勵款項。該激勵款項為無條件的並已

經包含在其他經營收入中。



119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1.董事薪酬

本公司已付或應付予董事之薪酬如下：

沈長全 謝家全 張文盛 孫鴻寧 陳祥輝 范玉曙 崔小龍 方鏗* 張永珍* 楊雄勝* 洪銀興* 范從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06
袍金 — — — — — — — 200 200 50 — 50 500
其他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 330 — — — — — — — — — — 330
　退休金計劃供款 — 38 — — — — — — — — — — 38

總計 — 368 — — — — — 200 200 50 — 50  868

沈長全 謝家全 張文盛 孫鴻寧 陳祥輝 范玉曙 崔小龍 方鏗* 張永珍* 楊雄勝* 洪銀興* 范從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05

袍金 — — — — — — — 105 105 40 20 20 290
其他薪酬
　薪金及其他福利 — 310 — — — — — — — — — — 310
　退休金計劃供款 — 26 — — — — — — — — — — 26

總計 — 336 — — — — — 105 105 40 20 20 626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洪銀興先生離職，而范從來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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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僱員薪酬

2006年度，本集團最高薪酬之五名人士包括1名董事（2005年：1名董事），其薪酬情況發附註11所述。除

董事之外最高薪酬的4人（2005年：4人）所獲之薪酬如下：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工資及津貼 883 8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6 105

1,029 915

彼等之薪酬介乎以下組別

2006 2005
僱員人數 僱員人數

零至1,000,000港元（零至人民幣1,000,000元） 4 4

13.股息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確認及分配的股息：

　期末分派股息－每普通股人民幣0.145元

　　（2005: 每普通股人民幣0.145元） 730,473 730,473

根據公司董事會於2007年3月23日提議，本年度擬以每股向全體股東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19元（2005：

人民幣0.145元）。上述股利分配方案有待股東大會批准。

14.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年內溢利人民幣1,174,111,000元（2005：人民幣

668,028,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5,037,747,500股（2005：5,037,747,5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內本公司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

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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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物業、廠房及設備

房屋 通訊及 收費站及 其他

建築物 安全設施 監控設施 附屬設施 運輸工具 機器設備 在建工程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值

2005 年1月1日 481,213 335,581 131,553 222,028 141,170 207,137 4,747,019 6,265,701

增加 84 1,292 223 1,518 16,764 25,033 5,608,389 5,653,303

結轉 392,679 — 121,141 94,226 21,708 77,317 (707,071) —

轉出至收費公路設施 — — — — — — (8,527,267 ) (8,527,267)

處置 (11,476 ) — — (383 ) (6,572 ) (16,644 ) — (35,075 )

2005年12月31日 862,500 336,873 252,917 317,389 173,070 292,843 1,121,070 3,356,662

增加 342 116 79 1,969 7,435 3,399 258,188 271,528

結轉 93,749 353,037 131,299 (43,410 ) (4,977 ) 29,547 (559,245 ) —

轉出至收費公路設施 — — — — — — (788,609 ) (788,609 )

處置 (4,771 ) — (743 ) (13,882 ) (2,723 ) (12,522 ) — (34,641 )

2006年12月31日 951,820 690,026 383,552 262,066 172,805 313,267 31,404 2,804,940

累計折舊及攤銷

2005年1月1日 115,956 235,155 57,535 92,199 55,875 116,267 — 672,987

本年計提數 20,306 30,242 14,347 26,882 20,208 26,069 — 138,054

處置時轉銷 (2,197 ) — — (88 ) (5,326 ) (11,817 ) — (19,428 )

2005年12月31日 134,065 265,397 71,882 118,993 70,757 130,519 — 791,613

本年計提數 22,487 41,655 26,824 39,066 14,407 40,419 — 184,858

處置時轉銷 (949 ) — (721 ) (13,390 ) (2,361 ) (9,796 ) — (27,217 )

2006年12月31日 155,603 307,052 97,985 144,669 82,803 161,142 — 949,254

淨值

2006年12月31日 796,217 382,974 285,567 117,397 90,002 152,125 31,404 1,855,686

2005年12月31日 728,435 71,476 181,035 198,396 102,313 162,324 1,121,070 2,565,049

本集團之土地及樓宇位於中國，並根據中期租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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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收費公路設施

人民幣千元

成本

2005年1月1日 9,542,080

增加 2,700,000

轉入 8,527,267

2005年12月31日 20,769,347

轉入 788,609

處置 (11,572)

2006年12月31日 21,546,384

折舊

2005年1月1日 1,332,065

本年計提額 277,187

2005年12月31日 1,609,252

本年計提額 570,390

處置時轉出 (911)

2006年12月31日 2,178,731

淨值

2006年12月31日 19,367,653

2005年12月31日 19,160,095

本集團所持有之收費公路及樓宇均位於中國境內。本集團獲當地有關政府部門授予對各收費公路之經營

權，期限為27-36年。根據有關政府的批准文件及有關法規，本集團於獲授予的經營期內需負責對有關收

費公路的建設及有關設施設備的採購，並負責對收費公路的經營及管理、維護及大修保養。於經營期限內

所取得的通行費收入歸屬本集團。於該等收費公路之收費經營權期滿後，有關公路資產需無償歸還當地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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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預付租金

本集團預付租金包括：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中期租約 1,272,860 1,347,896

就報告用途所作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1,208,377 1,283,193

流動資產 64,483 64,703

1,272,860 1,347,896

18.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上市投資，按成本 1,390,164 1,397,664

應佔收購後的利潤，減已收到的股利 197,227 179,123

1,587,391 1,576,787

於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均為有限責任公司，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及經營地 本公司所佔權益 主營業務

間接

直接 （通過

附屬公司）

江蘇快鹿汽車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33.20% — 提供客運服務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26.66% — 投資建設經營及

　管理江陰公路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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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續）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及經營地 本公司所佔權益 主營業務

間接

（通過

直接 附屬公司）

蘇州蘇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中國 33.33% — 投資建設經營及

　管理蘇嘉杭高速公路

江蘇東大智能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 20.69% 計算機軟件開發

江蘇省租賃有限公司（註3） 中國 — 20.00% 融資租賃業務

(1) 2006年度出售聯營公司

根據2006年5月30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將所持上海中交海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權益以人民

幣4,082,000元轉讓予江蘇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一家由本公司控股方江蘇交通控制的企業。該處置損失

為人民幣714,000元。

(2) 2005年度出售聯營公司

根據2005年6月8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將所持上海銀建的所有權益以人民幣26,910,000元（包括上述借

款人民幣15,000,000元）轉讓予一家獨立第三方企業：蘇州市興達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3) 9%是通過聯營公司間接持有，不包括在上述20.0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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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續）

在投資成本中包括以前年度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的商譽人民幣81,815,000元（2005：人民幣81,815,000

元）。於2006年12月31日，有關商譽由下列聯營公司組成：

2006 & 2005

人民幣千元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53,207

蘇州蘇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8,608

81,815

本集團聯營公司的匯總財務信息列示如下：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10,022,867 9,511,806

總負債 (4,702,011) (4,243,133)

淨資產 5,320,856 5,268,673

本集團分佔聯營公司淨資產 1,505,576 1,494,972

營業額 1,584,606 1,556,001

本年溢利 474,737 490,368

本集團本年度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28,265 135,995

19.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於2006年12月31日包括：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上市權益投資，按成本 5,500 3,000

上述非上市投資是非上市的權益性投資。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相關公允價值的認定相當重要，但又不能合

理計量，故該非上市投資於每個資產負債表日，以成本減去相關減值後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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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交易性投資

交易性投資包括：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中國上市權益證券投資 189 —

黃金 37,595 —

37,784 —

21.遞延稅款資產

本年及上年確認的遞延稅款（資產）負債變動如下：

物業、廠房 其他應收款

及設備報廢 之壞賬準備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005年1月1日 (78,044) (4,540) (82,584)

本年計入（轉回）綜合收益表 78,044 (3,443) 74,601

2005年12月31日 — (7,983) (7,983)

本年計入綜合收益表 — (31) (31)

2006年12月31日 — (8,014) (8,014)

22.存貨

存貨包括養護公路及附屬物的材料及配件和銷售的油品。所有的存貨均以成本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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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發展中物業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租約土地使用權 10,443 —

開發成本 1,207 —

11,650 —

24.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前合營公司清算款 18,812 19,812

預付款 4,377 5,513

公路收費 36,474 15,201

其他 58,529 38,465

118,192 78,991

減：壞賬準備 (24,853) (24,556)

93,339 54,435

25.現金及銀行存款

銀行存款和現金包括本集團所持有的現金和到期為3個月或以下的短期存款。該短期存款以主要的市場利

率0.72%（2005：0.72%）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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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長期借款

到期日 實際利率 賬面價值

2006 2005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信用借款 2008-2016 2008-2016 5.71% 5.68% 4,400,000 4,900,000

美元西班牙政府借款（註） 2007-2026 2007-2026 1.00% 1.00% 38,694 39,990

美元買方信貸借款（註） — 2001-2006 — 6.77% — 6,643

4,438,694 4,946,633

註：所有長期銀行借款均由本公司之控股方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擔保。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為一家受國家控制的

實體。

上述固定利率借款的到期日如下：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935 6,643

1-2年內到期 201,935 1,999

2-3年內到期 501,935 201,999

3-4年內到期 1,001,935 702,000

4-5年內到期 501,935 1,202,000

5年以上到期 2,229,019 2,831,992

4,438,694 4,946,633

減：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部分 (1,935) (6,643)

一年以上到期部分 4,436,759 4,939,990

本集團內公司的借款以非運作貨幣列示的為4,955,000美元（2005：5,778,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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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長期借款（續）

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有如下未使用的長期借款額度：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固定利率－一年以上到期部分 8,500,000 9,850,000

27.短期借款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融資券 — 3,912,026

銀行信用借款 4,510,000 450,000

4,510,000 4,362,026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向選用的金融機構投資者發行了人民幣4,000,000,000元的短期融資

債。本公司扣除預付的利息款項人民幣113,600,000元後實際收到的淨額為人民幣3,886,400,000元。該短

期融資債為非抵押的，實際年利率為2.92%。短期融資債已分別於2006年9月22日和2006年11月7日歸還。

銀行借款為未抵押，需在一年內償還的以範圍在4.65% 到  5.58%（2005：4.54% 到  5.58%）的固定利率

借入，使本集團承受到公允價值利率風險的威脅。上述本集團銀行借款的公允價值是在結算日以中國人民

銀行發佈的市場利率折算其未來現金流量測算。銀行借款的賬面價值接近於其公允價值。

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有如下未使用之短期借款額度：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固定利率－一年以內到期部分 200,000 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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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股本

2005年12月31日 股權分置 2006年12月31日

股數 股本 股數 股本 股數 股本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 非流通股 3,665,747,500 3,665,748 (3,665,747,500 ) (3,665,748 ) — —

2. 限制流通股 — — 3,617,747,500 3,617,748 3,617,747,500 3,617,748

3. 流通股

H股 1,222,000,000 1,222,000 — — 1,222,000,000 1,222,000

A股 150,000,000 150,000 48,000,000 48,000 198,000,000 198,000

Total 5,037,747,500 5,037,748 — — 5,037,747,500 5,037,748

根據於2006年4月24日召開的股東會議上獲得審議通過的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由全體非流通股股東（包括

國有股，國有法人股和社會法人股）將非流通股份置換為限制流通股，向原A股股東每10股支付3.2股股份。

股權分置方案實施後，非流通股股東向原A股股東支付共計48,000,000股，這部分非流通股份於2006年5

月16日獲得流通權。

原非流通股股份變更為有限售條件的流通股股份。

除了非流通股的擁有權僅限於中國法人，H股只能由中國境外投資者擁有並交易，A股只能由中國境內投

資者擁有及交易外，非流通股、H股及A股每股面值1元，並且同股同權。

29.資本承諾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承諾於：

　－已簽約但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與收費公路

　　　拓寬工程相關的購建物業、廠房及設備承諾 5,383 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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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承諾事項

於2006年12月31日，本集團承諾自2000年1月1日起三十年內每年向獨立第三方江蘇省寧連寧通管理處支

付寧連一級公路通行費總收入的17%計人民幣17,520,000元（2005：人民幣13,718,000元）作為管理費。

31.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本集團的僱員是江蘇社保局（「社保局」）管理的江蘇省退休福利計劃的成員。在該項計劃下，本集團有義務

替僱員按照月核定工資的21%（2005：21%）向該退休管轄機構繳存供款。社保局有義務向本集團退休僱

員支付養老金，故本集團沒有此等義務。

截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計入綜合收益表的供款為人民幣33,695,000元（2005：人民幣27,456,000元）。

於2005年12月31日，本集團未有未繳存之款項。

32.關聯方交易

(a) 本年度，本集團與下述聯營公司進行了如下重大關聯交易：

2006 2005
聯營公司名稱 交易類型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江蘇快鹿汽車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收取通行費 8,400 8,400

江蘇快鹿汽車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銷售油品 22,715 —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養護費 — 959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公路服務費 1,086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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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關聯方交易（續）

(b) 於資產負債表日，本集團與下述關聯公司的往來餘額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款：

蘇州蘇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5,270 7,067

江蘇快鹿汽車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2,598 831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1,494

19,885 9,392

應付款：

蘇州蘇嘉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94 13,154

江蘇揚子大橋股份有限公司 1,565 1,034

上海中交海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

4,659 14,188

餘額為應收的通行費及本集團應付的費用，均為無抵押、無息及在1年內償還。以上金額包括在資產負債

表中的其他應收款和其他應付款內。

(c) 處置一聯營公司

根據2006年5月30日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將所持上海中交海德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

權益以人民幣4,082,000元轉讓予江蘇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一家由本公司控股方江蘇交通控

制的企業。詳見附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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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關聯方交易（續）

(d) 關鍵管理人員的補償

本年董事和其他關鍵管理層成員的報酬如下：

2006 200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福利 1,874 1,612

離職後福利 208 184

2,082 1,796

董事和其他關鍵管理人員的報酬是根據個別的表現及市場趨勢為參考確定的。

(e) 與中國其他受國家控制的實體的交易／賬戶餘額

基於本集團收費道路的業務性質，董事認為，並不可能確定對應方的身份，因此並不能確定是否與其

他受國家控制的實體進行了交易。

此外，本集團在日常經營中與國有銀行及金融機構進行包括定期存款，銀行借貸以及其他普通銀行金

融產品等在內的多種交易，由於這些銀行性交易的性質，本集團董事認為單獨予以揭示並無任何實質

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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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的描述

於2006年12月31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均為有限責任公司，詳細描述如下：

註冊及 實收 本公司所佔

名稱 經營地 註冊資本 註冊資本比例 主營業務

人民幣元 直接 間接

江蘇廣靖錫澄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850,000,000 85% — 高速公路的建設，

　管理及經營

江蘇寧滬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100,000,000 95% — 各類基礎設施、

　實業與產業投資

江蘇現代路橋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 35,000,000 — 95.5% 高速公路養護

昆山豐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中國 37,000,000 — 100% 房地產開發

香港通源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 — — 100% 尚未經營

2006年度，昆山豐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豐源」）及香港通源貿易有限公司（「通源」）新設成立。豐源及

通源皆由本集團之子公司江蘇寧滬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投資並建立。

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本年末未發行任何債務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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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法定中英文名稱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中英文名稱縮寫 寧滬高速
Jiangsu Expressway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沈長全

本公司董事會秘書 姚永嘉

聯繫電話 8625-8446 9332

香港公司秘書 李慧芬

聯繫電話 852-2801 8008

證券事務代表 江濤、樓慶

聯繫電話 8625-84362700-301835、301836

傳真 8625-8446 6643

電子信箱 nhgs@jsexpressway.com

本公司註冊地址 南京市石鼓路69號江蘇交通大廈

本公司辦公地址 江蘇省南京市馬群街238號

郵政編碼 210049

本公司網址 http://www.jsexpressway.com

本公司電子信箱 nhgs@public1.ptt.js.cn

定期報告刊登報刊 《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
《南華早報》、《香港經濟日報》

信息披露指定網站 www.sse.com.cn
www.hkex.com.hk

定期報告備置地點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8樓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馬群街238號公司本部

香港中環遮打道16至20號
歷山大廈20樓齊伯禮律師行

上市交易所 A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A股簡稱 ：寧滬高速
A股代碼：600377

H股 香港聯合交易所
H股簡稱：江蘇寧滬
H股代碼：0177

ADR 美國
ADR簡稱  ：JEXWW
證券代碼：47737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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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 1992年8月1日

註冊地點 江蘇省南京市

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註冊號 3200001100976

稅務登記號碼 320003134762764

境內會計師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辦公地址：中國上海市延安東路222號

　　　　　外灘中心30樓

國際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辦公地址：香港金鐘道88號

　　　　　太古廣場一座35樓

境內法律顧問 江蘇世紀同仁律師事務所

辦公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26號5樓

香港法律顧問 齊伯禮律師行

辦公地址：香港中環遮打道16至20號

　　　　　歷山大廈20樓

香港公司條例授權代表： 李慧芬

辦公地址：香港中環遮打道16至20號

　　　　　歷山大廈20樓

香港財經公關 緯思企業傳訊有限公司

辦公地址：香港干諾道中111號

　　　　　永安中心1312室

電話：(852) 2520 2201

傳真：(852) 2520 2241

境內股份過戶登記處 上海市浦東新區陸家嘴東路166號

中國保險大廈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境外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8樓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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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件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下列文件：

（一）載有董事長親筆簽名的年度報告文本；

（二）載有法定代表人、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簽名並蓋章的會計報表；

（三）載有會計師事務所蓋章、註冊會計師親筆簽字並蓋章的審計報告正本；

（四）報告期內在中國證監會指定報刊上公開披露過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五）公司章程；

（六）在其他證券市場公布的年度報告文本。

文件存放地：南京市馬群街238號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室

董事長

沈長全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3月23日

中國‧南京



附錄

1382006年年報

一、路橋項目情況介紹

－ 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

滬寧高速公路於1996年9月建成通車，為雙向四車道全封閉高速公路，西起南京馬群，東至上海安亭，主

線全長248.21公里，沿線設有6個服務區，18個收費站，建設總投資人民幣61.57億元。作為蘇滬交通主動

脈的滬寧高速公路自通車以來交通流量及通行費收入一直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

2004年6月，本公司投資約人民幣105.4億元將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擴建為雙向八車道，擴建工程預計於

2006年全部完成。擴建完成後的滬寧高速公路江蘇段收費經營期延長5年至2032年。

－ 312國道江蘇段

312國道江蘇段西起南京東陽立交，東至上海安亭，全長271.1公里，於1991年12月建成通車，全線設有

6個收費站，為開放式二級公路。1997年6月，本公司投資人民幣13.46億元收購了其15年收費經營權。

312國道江蘇段已於2005年12月完成雙向四車道一級公路擴建改造，拓寬改造後的312國道江蘇段全長282

公里。2004年6月，本公司投資人民幣27億元收購其擴建改造完成後延長的12年收費經營權，收費經營期

至2024年。

－ 寧連高速公路南京段

寧連高速公路南京段是江蘇省西南至東北向重要運輸通道的組成部分，起自南京六合，止於安徽天長，於

1996年9月建成通車，長29.8公里，為雙向四車道全封閉高速公路，設有1個收費站。本公司於1999年12

月投資人民幣4.48億元收購其30年收費經營權，經營期至2029年。

－ 廣靖高速公路

廣靖高速公路北起泰興廣陵，南至江陰長江公路大橋北端，於1999年9月建成通車，為全封閉雙向六車道

高速公路，全長17.2公里，設有1個收費站，經營期至20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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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錫澄高速公路

錫澄高速公路北起江陰長江公路大橋南端，南至無錫錢巷，於1999年9月建成通車，為全封閉雙向六車道

高速公路，全長35公里，沿線設有1個服務區，4個收費站，經營期至2029年。

－ 江陰長江公路大橋

江陰長江公路大橋為鋼懸索橋，於1999年9月建成通車，大橋全長3071米，橋面按雙向六車道高速公路設

計，設有1個收費站，經營期至2029年。江陰長江公路大橋與廣靖、錫澄高速公路共同作為同江至三亞、

北京至上海國道主幹線的重要區段，是連接江蘇南部與北部的咽喉要道。

－ 蘇嘉杭高速公路江蘇段

蘇嘉杭高速公路江蘇段為全封閉雙向四車道高速公路，全長100.1公里，分南北兩段。南段由蘇州至吳江，

長約54.4公里，於2002年12月建成通車；北段由常熟至蘇州，長約45.7公里，於2003年11月建成通車。

蘇嘉杭高速公路江蘇段全線共設有2個服務區，10個收費站，是江蘇、浙江兩省的交通樞紐，經營期至

2032年。

二、 車型分類及收費標準

－ 高速公路車型劃分及收費標準

車型及規格 收費費率 最低收費

類別 客車 貨車 收費係數 （元／公里） （元）

第一類 ≦7座 1 0.45 15

≦2噸 1.5 0.675 15

第二類 8座－19座 1.5 0.675 15

2噸－5噸 2 0.90 20

（含5噸）

第三類 20座－39座 2 0.90 20

5噸－10噸 2.5 1.125 20

（含10噸）

第四類 ≧40座 2 0.90 20

10噸－15噸 3 1.35 30

（含15噸）

20英尺集裝箱車

第五類 >15噸40英尺 3.5 1.575 30

集裝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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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陰大橋車型劃分及收費標準

車型及規格 收費費率

類別 客車 貨車 （元／車次）

第一類 ≦7座 25
≦2噸 35

第二類 8座－19座 35
2噸－5噸 60
（含5噸）

第三類 20座－39座 60
5噸－10噸 85
（含10噸）

第四類 ≧40座 60
10噸－15噸 95
（含15噸）

20英尺集裝箱車

第五類 >15噸40英尺集裝箱車 100

－ 普通公路車型劃分及收費標準

G312國道
望亭、洛社、

奔牛、戴家門、
潘家花園 古南收費站 南京收費站

車型及規格 收費站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類別 客車 貨車 （元／車次） （元／車次） （元／車次）

小型拖拉機、 5 20 5
正三輪

第一類 ≦7座 10 30 10
≦2噸 12 30 12

第二類 8座-19座 12 30 12
2噸－5噸 15 40 20
（含5噸）

第三類 20座-39座 15 40 20
5噸－10噸 25 80 30
（含10噸）

第四類 ≧40座 15 40 20
10噸－15噸 30 100 40
（含15噸）

20英尺集裝箱車

第五類 >15噸40英尺 45 120 60
集裝箱車

－ 對裝運2只20英尺國際標準集裝箱運輸車輛的收費，按以上40英尺集裝箱車輛收費標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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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載貨汽車計重收費標準

－ 正常車輛（不超限車輛）的計重收費標準

1、 封閉式高速公路計重費率

基本費率為以0.09元／噸公里計。根據實際車輛總軸重，小於10噸的車輛按基本費率計費；10噸至40

噸的車輛按0.09元／噸公里線性遞減到0.04元／噸公里；大於40噸的車輛按0.04元／噸公里計費；車

輛總軸重不足5噸者，按5噸計費；計重收費不足20元時，按20元計費。

2、 江陰長江大橋計重費率

基本費率為6元／噸車次。根據實際車貨總質量，小於10噸的車輛按6元／噸車次計費；10噸至40噸的

車輛按6元／噸車次線性遞減到3元／噸車次計費；大於40噸的車輛按3元／噸車次計費；車貨總質量

不足5噸時，按5噸計費。

3、 普通公路計重費率

基本費率以1.5元／噸車次計。根據實際車輛總軸重，小於10噸的車輛按基本費率計費；10噸至40噸

的車輛按1.5元／噸車次線性遞減到1.1元／噸車次；大於40噸的車輛按1.1元／噸車次計費；計重收費

不足12元時，按12元計費。

4、 個別普通公路收費站計重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一（計重收費標準） 10噸以下貨車 元／噸車次 1.5 寧連公路潘家花園收費站

10噸至40噸貨車 1.5-1.1

40噸以上貨車 1.1

收費標準二（計重收費標準） 10噸以下貨車 元／噸車次 2 312國道蘇州望亭、無錫洛社、

10噸至40噸貨車 2-1.47 常州奔牛收費站

40噸以上貨車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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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超限運輸車輛實施加重收費

按照車貨總質量超總軸限（或總質量限）的不同分別確定加重收費標準，具體標準如下：

1、 正常質量的車輛及超限30%以內的車輛，按正常車輛的計重費率計收通行費。

2、 超限30%－50%以內（含50%）的車輛，正常質量和超限30%以內部分按正常車輛的計重費率計收通行

費，其餘部分按基本費率×2計收通行費。

3、 超限50%－100%以內（含100%）的車輛，正常質量和超限30%以內部分按正常車輛的計重費率計收

通行費，其餘部分按基本費率×3計收通行費。

4、 超限100%以上的車輛，正常質量和超限30%以內的部分按正常車輛的計重費率計收通行費，超限部

分按基本費率×4計收通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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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意見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2006年度報告的確認意見

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經對本年度報告進行審核，認為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

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個別及連帶責任。予以書面確認。

董事

沈長全 謝家全 張文盛

孫宏寧 陳祥輝 范玉曙

崔小龍 張永珍 方鏗

楊雄勝 范從來

高級管理人員

錢永祥 劉偉 趙佳軍

姚永嘉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