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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17-010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本公司投资五峰山公路大桥及南北接线（以下简称“五

峰山过江通道”）新建项目；附属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投资宜兴至长兴高速公路江苏段（以下简称“宜长高

速”）新建项目。 

 投资金额：本公司资本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投资五峰山过江通道

新建项目；广靖锡澄公司资本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投资宜长高速新建项

目 

 特别风险提示: 可能存在国家收费公路政策变化、投资增加、利率变化

以及经营等方面的风险，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做好相关风险的控制。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扩大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费

路桥主业资产规模，巩固在江苏省南部路网中的主导地位，促进公司未来主营收

入的稳步增长，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并批准投

资五峰山过江通道；及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

并批准附属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投资宜长高速新建项目；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于 2016 年 9月 6日及 2017年 3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news.hk 刊

登的公告。 

2017 年 3月 24 日，本公司与镇江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

交通”）及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扬州交通”）签署协议

http://www.sse.com.cn/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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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成立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山公司”），负责五峰山公路大

桥及南北接线的投资、建设与营运管理。 

2017年 3月 24日，广靖锡澄公司与宜兴市交通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兴交通投资公司”）签署协议书成立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长公司”），负责宜长高速的投资、建设与营运管理。  

 

（二）项目审议批准情况 

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5 日第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并批准本公司投资五峰山

过江通道。该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经过股东

大会批准。于 2017 年 2 月，五峰山公路大桥南北接线项目已获得江苏省发改委

关于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本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第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并批准广靖锡澄公司投

资宜长高速新建项目。该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不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于 2017 年 1 月，宜长高速项目已获得江苏省发改委关

于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134762764K 名称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青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3774.75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08月 01日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6号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08月 01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石油制品零售，汽车维修，住宿、餐饮、食品销售，书报刊零售、出

租（以上均限批准的分支机构经营）。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管理，按

章对通过车辆收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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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6,282,574 千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22,941,857 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9,201,297 千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3,437,138 千元。 

 

广靖锡澄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714089457T 名称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飞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7年 09月 16日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6号 

营业期限自 1997年 09月 16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物资储存，百货、纺织品、日用

杂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销售，设备租

赁，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汽车维修等。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广靖锡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041,700 

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686,093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180,275 千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607,142 千元。 

 

镇江交通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00141392052J 名称 
镇江交通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国根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2年 11月 05日 

住所 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路 200号 

营业期限自 1992年 11月 05日 营业期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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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公路交通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施工和配套项目的开发；交通工程的

技术咨询等。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12,702,187 千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 43,898,590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446,709 千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 408,084 千元。 

 

扬州交通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0007487100378 名称 
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凌卫东 

注册资本 551965.15万元 成立日期 2003年 03月 13日 

住所 扬州市文昌西路 525号新盛商务中心 3号楼 

营业期限自 2003年 03月 13日 营业期限至 
 

经营范围 市政府授权公司范围内国有资本运作和产权管理等。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2,834,532 千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6,034,164.74 千元，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13,048.61 千元，净

利润为人民币 46,542.82 千元。 

 

宜兴交通投资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2555804870B 名称 
宜兴市交通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静安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 05月 12日 

住所 宜兴市宜城街道荆溪路 33号 

营业期限自 2010年 05月 12日 营业期限至 2025年 05月 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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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对交通国有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资本及其他资产（改制企业的

剥离资产、借用和租用资产）等进行经营管理。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宜兴交通投资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

476,448.9千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233,535.7 千元，主营业务收入约为人民币

0千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146.8千元。 

 

交易方与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山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4,680万元；经营范围为：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建筑

建设；公路管理与养护；市政设施管理等。出资方式为：现金。五峰山公司董事

会成员为 5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人；其中本公司推荐 2人，镇江交通推荐 1

人，扬州交通推荐 1 人；另一名董事为职工代表，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五峰山公司投资主体为本公司、镇江交通及扬州交通，投资人均以现金方式

出资。其中本公司持有 64.5%股权，镇江交通持有 22.01%股权，扬州交通持有

13.49%股权。镇江交通及扬州交通均为当地政府基建投资项目的公司，镇江交通

与扬州交通与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宜长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1,500万元；经营范围为：道路工程、隧道

工程、桥梁工程、架线工程、管道工程的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市政设施管理

等。出资方式为：现金。宜长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5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人；

其中广靖锡澄公司推荐 2人，宜兴交通投资公司推荐 2人；另一名董事为职工代

表，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宜长公司投资主体为广靖锡澄公司及宜兴交通投资公司，投资人均以现金方

式出资。其中广靖锡澄公司持有 60%股权，宜兴交通投资公司持有 40%股权。广

靖锡澄公司为本公司的 85%股权的附属子公司，宜兴交通投资公司主要职能为政

府投资项目的建设与管理，两个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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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项目主要情况 

五峰山过江通道是国家交通运输部规划的长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和江苏省

规划“五纵九横五联”高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也是京津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之

间南北向交通最便捷的过江通道，同时是江苏中部最直接的南北向高速公路通

道，在江苏省高速公路网络和过江通道布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五峰山公路

大桥全长 2.877 公里，双向八车道，工程概算为人民币 27.08 亿元（静态投资,

不包括建设期贷款利息），其中 40%为资本金，60%为银行贷款；南北接线高速

公路项目全长 33.04 公里（其中南接线 9.796 公里，北接线 23.244 公里），均为

双向八车道，工可批复项目投资概算为人民币 89.09 亿元，其中 40%为资本金，

60%为银行贷款。五峰山过江通道计划 2017 年开工，2020 年建成通车。 

宜长高速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的“纵四”线路连云港经南京至宜兴高

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点接宁杭高速公路，向南至苏浙省界接已建成的浙江

杭州至长兴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25.672km。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项目

投资估算约为人民币 37.87亿元，其中 40%为资本金，60%为银行贷款。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成立五峰山公司协议主要条款为； 

根据国家建设项目资本金有关规定和国省有关部门批复，五峰山公路项目投

资估算约为人民币 116.17 亿元，项目资本金为 46.468亿元，占总投资的 40%，

出资方为：本公司出资 29.9708亿元，占资本金的 64.5%，镇江交通出资 10.2272

亿元，占资本金的 22.01%，扬州交通出资 6.27 亿元，占资本金的 13.49%。 

五峰山公司资本金在公司注册时到位 20%约 9.2936 亿元，2017 年 5 月底前

到位 30%约 13.9404 亿元,2017 年 10 月底前到位 50%约 23.234 亿元。五峰山公

路大桥南北接线项目初步设计批复后，各出资方应根据概算批复金额调整出资额

度，并签订补充出资协议;若五峰山过江通道项目最终竣工决算金额超出批复概

算，超出概算部分的 40%各出资方应按各自股权比例进行增资。 

五峰山公司设立时将向各方发出出资通知书。各方出资必须按出资通知书上

载明的要求足额及时到位。若一方不能按时足额投入资本金，则每推迟一天，须

按未到位资本金的万分之五缴纳滞纳金和利息损失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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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山公司承担责任，拥有相应权益，五峰山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五峰山公司债

务承担责任。 

成立宜长公司协议主要条款为： 

宜长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估算约为人民币 37.87 亿元，项目资本金为 15.15

亿元，占总投资的 40%，出资方为：广靖锡澄公司出资 9.09 亿元，占资本金的

60%，宜兴交通投资公司出资 6.06亿元，占资本金的 40%。 

宜长公司资本金在公司注册时到位 6.06 亿元，2017 年 12 月底前到位 9.09

亿元。若宜长高速项目最终竣工决算金额超出批复概算，超出概算部分各出资方

应在所承担范围内进行增资。 

宜长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登记获准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各出资人应将所认缴的

出资及时汇入公司的基本账户。以汇出时间为准。各股东出资必须按出资通知书

上载明的要求足额及时到位。若一方不能按时足额投入资本金，则每推迟一天，

须按未到位资本金的万分之五缴纳滞纳金和利息损失。各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

对宜长公司承担责任，拥有相应权益，宜长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宜长公司债务承

担责任。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投资五峰山过江通道新建项目及广靖锡澄公司投资宜长高速新建项

目，将进一步占有区域内优质的高速公路通道资源，巩固本公司在江苏南部路网

中的主导地位，有效弥补路网分流、促进主营业务稳步增长，实现主业扩张及可

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通过对五峰山公路大桥及南北接线项目和宜长

高速初步合并测算，本公司董事一致认为上述项目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公司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股

东整体利益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由于项目运营期限长，运营期内收费公路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未来项目营

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公司将加强政策研究、跟踪政策变化并积极做出应对，目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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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政策相对稳定。 

（二）投资增加风险  

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涉及征地拆迁，以及设计、招标、施工及竣工结算等多个

环节，涉及面广，不可预见因素较多，可能使项目总投资超过预算。 

应对措施：公司将优化设计方案，尽量减少占地、拆迁及建设体量；合法、

合规组织招标工作并签署严格的施工合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严格控制建设成

本。 

（三）经营风险  

项目交通量和通行费收入受区域经济发展、综合交通发展、路网变化等影响

较大，可能使预测准确性降低，实际收入达不到预期。  

应对措施：项目通车后规范运营管理，保证路面路况良好和畅通，提供更优

质的高速公路服务，吸引车流量；因五峰山公路及宜长高速位于江苏南部经济发

达地区路网中的重要位置，交通量和通行费收入增长潜力较大，经营风险相对较

小。  

（四）利率风险  

项目投资额大，债务性融资额相应较大，市场利率变化会对投资收益带来影

响。 

应对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尽量使用低成本融资，搭配一定比例的固定利

率融资。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两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对外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