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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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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7）

江 蘇 寧 滬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公告

與江蘇現代路橋有限責任公司訂立

《高速公路養護補充合同》及《房屋租賃續簽合同》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

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於2017 年8 月25日，(1) 本公司及附屬子公司廣靖錫澄公司與現代路橋
訂立養護補充合同；及 (2)本公司與現代路橋就江蘇省南京市仙林大
道2號辦公用房訂立房屋租賃續簽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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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廣靖錫澄公司分別持有現代路橋 7.5%股權，且本公司控
股股東交通控股直接及間接持有現代路橋超過30%的股權，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第 14A.07條，現代路橋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養護補充合
同及房屋租賃續簽合同項下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因2017 年3 月27

日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寧常鎮溧公司與現代路橋訂立養護合同的
合同總額不變，仍然為不超過人民幣 2,500萬元（就合同詳情，請參閱
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3月27日的公告），與養護補充合同最高預計工程
合同總額合共不超過人民幣107,000,000元，少於香港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規定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的5%，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76(2)(a)條須符合報告及公告規定，但無須在股東大會上獲得獨立
股東批准。另，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76條，由於房屋租賃續簽合
同的所有百分比率均低於0.1%，交易無需符合披露要求。

重要內容提示：

1. 本次關聯╱持續關連交易事項無須提交股東大會批准。

2.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項交易在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的日常業務中進行，屬一般的商務條款，交易條款公平合理，
本公司的收入、利潤對該類關聯╱持續關連交易並不存在依賴性，
也不存在影響本公司作為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情形，對本公司並無負
面影響，不會損害本公司及非關聯╱關連股東利益，尤其是中小股
東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3. 需要提請投資者注意的其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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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的基本情況

（一） 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於2017年8月
25日審議批准關聯╱持續關連交易事項並簽署以下合同：(1)本
公司及附屬子公司江蘇廣靖錫澄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廣靖
錫澄公司」）與江蘇現代路橋有限責任公司（「現代路橋」）訂立高
速公路養護補充合同（「養護補充合同」）；及 (2)本公司與現代路
橋就江蘇省南京市仙林大道2號辦公用房訂立房屋租賃續簽合同。

本公司董事除常青先生、顧德軍先生及杜文毅先生因是關聯╱
關連董事對此項議案迴避表決外，其餘所有董事均投了贊成票，
並認為該交易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4名獨立董事對上述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事項進行
了事前審核，並根據上海交易所上市規則（以下簡稱「上海上市
規則」）發表了日常關聯交易審核意見書。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對
該關聯╱持續關連交易進行了審核並同意將該事項提交董事會
審議。

根據上海交易所《關聯交易實施指引》第二十四條「與同一關聯
人進行的交易十二個月內累計計算的原則」，本公司、廣靖錫澄
公司與現代路橋簽署關聯交易合同金額累計計算達到披露要求，
有關合同總額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的比例少
於5%，因此本次交易無須提交股東大會批准。而且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7條，
現代路橋是本公司關連人士，上述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由
於就養護補充合同及日期為 2017年3月27日由本公司全資附屬
公司江蘇寧常鎮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寧常鎮溧公司」）與現代
路橋訂立養護合同的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均少於 5%，



– 4 –

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76(2)(a)條須符合報告及公告規定，
但無須在股東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另，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14A.76條，由於房屋租賃續簽合同的所有百分比率均低於
0.1%，交易無需符合披露要求。

本次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無需經其他任何部門批准。

（二） 前次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的預計和執行情況

人民幣萬元

關聯╱關連

交易類別

關聯╱

關連人

2016年

（前次）預計

金額

2016年

（前次）實際

發生金額

預計金額

與實際

發生金額

差異較大的

原因

本公司接受關聯╱關連人
提供的勞務 現代路橋 3,500 3,166.77 不適用
廣靖錫澄公司接受關聯╱
關連人提供的勞務 現代路橋 3,000 2,718.58 不適用
本公司為關聯╱關連人提
供的關聯╱關連租賃 現代路橋 169 169 不適用  

合計 ╱ 6,669 6,05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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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日常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的預計金額和類別

人民幣萬元

關聯╱關連

交易類別

關聯╱

關連人

2017年

預計金額

佔同類

業務比例

2017年初

至披露日

與關聯╱

關連人

累計

已發生的

交易金額

2016年

實際

發生金額

佔同

類業務

比例

本次

交易預計

金額與上

年實際發

生金額差

異較大的

原因

(%) (%)

本公司接受關聯╱關連人 

提供的勞務 現代路橋 5,400 50 0 3,166.77 41.67 不適用
廣靖錫澄公司接受關聯╱ 

關連人提供的勞務 現代路橋 2,800 26 571.44 2,718.58 35.78 不適用
本公司為關聯╱關連人 

提供的關聯╱關連租賃 現代路橋 169 100 84.5 169 100 不適用   

合計 ╱ 8,369 ╱ 655.94 6,054.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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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關聯╱關連方介紹和關聯╱關連關係

（一） 關聯╱關連方基本情況

江蘇寧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國江蘇南京市仙林大道 6號

企業類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青

註冊資本： 人民幣5,037,747千元

主營業務： 江蘇省境內收費公路及高速公路 

建設、管理、養護及收費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總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36,282,574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標
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淨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22,941,857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標
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主營業務收入（2016年度）：

人 民 幣 9,201,297千 元（根 據 中 華 人
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淨利潤（2016年度）：

人民幣3,437,138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會計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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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廣靖錫澄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 中國江蘇南京市仙林大道 6號

企業類型： 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楊飛

註冊資本： 人民幣2,500,000千元

主營業務： 高速公路建設、管理、養護及收費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總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6,041,700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淨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3,686,093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主營業務收入（2016年度）：

人民幣1,180,275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淨利潤（2016年度）：

人民幣607,142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江蘇現代路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 中國江蘇南京市仙林大道 2號

企業類型： 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陳祥輝

註冊資本： 人民幣69,050萬元

主營業務： 路橋項目的工程養護、大修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總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210,566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期末的
淨資產（2016年度）：

人民幣38,696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年度的
主營業務收入（2016年度）：

人民幣222,257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最近一個企業會計年度的
淨利潤（2016年度）：

人民幣768千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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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上市公司的關聯╱關連關係

由於本公司、廣靖錫澄公司分別持有現代路橋7.5%股權，且本
公司控股股東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交通控股」）直接及間接
持有現代路橋超過 30%的股權，根據上海上市規則此 2項養護服
務合同及1項房屋租賃合同均是關聯交易。根據香港上市規則
第14A.07條，現代路橋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養護補充合同及
房屋租賃續簽合同項下交易構成持續關連交易。因2017年3月27

日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寧常鎮溧公司與現代路橋訂立養護
合同的合同總額不變，仍然為不超過人民幣2,500萬元（就合同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3月27日的公告），與養護補充合
同最高預計工程合同總額合共不超過人民幣107,000,000元，少
於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規定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的
5%，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76(2)(a)條須符合報告及公告規定，
但無須在股東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另，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第14A.76條，由於房屋租賃續簽合同的所有百分比率均低於
0.1%，交易無需符合披露要求。

（三） 關聯╱關連方履約能力分析

本公司、廣靖錫澄公司已經與現代路橋合作多年，以往雙方所
簽署的協議均得到有效執行，未出現任何問題，本公司認為本
次相關協議的簽訂不存在不能履約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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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的主要內容和定價政策

1. 本公司已於 2017年3月27日披露本公司及廣靖錫澄公司與現代
路橋訂立高速公路養護合同，現代路橋為本公司、廣靖錫澄公
司指定路段提供維修養護服務，預計本公司 2017年度該項養護
合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2,800萬元，廣靖錫澄公司 2017年度該項
養護合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2,500萬元。鑒於本公司目前開展了
「五清三化」路域環境綜合整治活動，路面養護工程量比年初預
估時有較大增長，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廣靖錫澄公司需支付工程
款總金額已接近年度合同金額上限。按照兩地證券交易所上市
規則，本公司與廣靖錫澄公司分別與現代路橋簽署補充合同，
將2017年度路面養護工程施工合同金額上限分別變更為人民幣
5,400萬元和 2,800萬元。其他條款不變。定價政策為對於公開招
標的項目按中標價格，對其它方式委託的項目參考獨立的、有
資質的造價諮詢單位審核後的當時市場價格經公平磋商決定，
原則為價格不高於相關工作的市場價。

就工程款預付部份款項，在實施某項工程前一周支付該項工程
預估總價40%的預付款以供訂購養護服務所需物料等。就工程
款支付，即交付上述 40%預付款後的餘額，當月完成的工程款
需在次月中旬支付，累計支付額不超過預估總價95%（含預付款）；
全部工程完工經驗收合格後，按實際工程款95%（含預付款）結算；
餘款在一年工程質量缺陷期滿後支付。

* 授予現代路橋的維修及養護實際工作量，視相關道路情況
及工作進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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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律需以公開招標方式授予的工
程（工程款達人民幣 2,000,000元），現代路橋需投標並於中標
後方可授予工程。對於公開招標的項目按中標價格，對其
他方式委託的工程，參考獨立的、有資質的造價諮詢單位
審核的當時市場價格釐定。

2. 因本公司與現代路橋就江蘇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2號辦公用房簽
署的房屋租賃合同近期到期，鑒於本公司與現代路橋的長期合
作關係，本公司董事會同意本公司與現代路橋按照原價格續簽
房屋租賃合同；年租金為人民幣169萬元，租金不含由承租方
承擔的房屋使用中的管理費、維修費和水電費等費用；期限為
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四 . 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目的和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江蘇省境內收費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設、管理、
養護及收費，廣靖錫澄公司主營業務為江陰長江公路大橋北接線，
廣陵至靖江段及江陰長江公路大橋南接線，江陰至無錫段的建設、
管理、養護及收費，現代路橋主營業務為路橋項目的工程養護、大修。
自2003年成立以來，現代路橋均一直按大致相當的條款為本公司、
廣靖錫澄公司轄下各高速公路等路橋項目的專項維修及大中修工
程提供維修保養服務。本次交易為本公司、廣靖錫澄公司日常業務
合同，對本公司並無負面影響。

同時，本公司將閑置房屋繼續出租給現代路橋作為辦公用房，既繼
續維持了本公司與現代路橋的良好合作關係，同時本公司也可獲得
一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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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此三項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進行進行，交易條款公平合理，對本公
司並無負面影響，不會損害公司及非關聯╱關連股東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東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五 . 報備文件

下列文件將於正常營業時間內在本公司註冊地址（中國江蘇南京市
仙林大道6號）供股東查閱：

1. 董事會決議以及經董事簽字的會議記錄 

2. 獨立董事事前認可該項交易的書面文件和董事會上所發表的
獨立意見

3. 監事會決議

4. 審計委員會決議

5. 關聯╱持續關連交易相關合同

承董事會命
姚永嘉

執行董事兼董事會秘書

中國 •南京，2017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常青、顧德軍、杜文毅、姚永嘉、吳新華、胡煜、馬忠禮、張二震 *、張柱
庭 *、陳良 *、林輝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