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目   录 

会议通知 .............................................................................................................. 1 

会议议程 .............................................................................................................. 4 

议案一：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

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潍日高速连接线）》的预案 ............................................ 5 

议案二：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的预案 .............................. 6 

议案三：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的

预案 ...................................................................................................................... 7 

议案四：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的预案 .............................. 8 

议案五：关于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的预案 .................... 9 

议案六：关于认购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

的预案 ................................................................................................................. 11 

 

 

 



 

会议通知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一、会议时间：2018年 6月 29日（周五）上午 9：30 

二、会议地点：公司 22楼会议室（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5006号）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

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潍日高速连接线）》的预案； 

2、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的预案； 

3、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

的预案； 

4、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的预案； 

5、审议关于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的预案； 

6、审议关于认购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

额的预案。 

六、会议出席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律师； 

3、截止 2018年 6月 2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七、会议登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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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于 2018年 6月 28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

30～16：00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八、参与网络投票的程序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是 2018 年 6 月 2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九、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 5006号 

邮政编码：250101 

联系人：王云泉先生 

联系电话：0531-89260052    传真：0531-89260050 

3、会议材料登载于上海证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便查询。 

附件：授权委托书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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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8 年 6 月 29 日召

开的贵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

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

潍日高速连接线）》的预案； 

      

2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的

预案； 

      

3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菏关高速、青银

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的预案； 

      

4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的

预案； 

   

5 审议关于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60%股

权的预案； 

   

6 审议关于认购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预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会议议程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4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向股东大会报告出席会议股东人数、代表股

东持股数、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有关人员情况，并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有

效性。 

（二）会议审议下列事项： 

序

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1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

阜-张山子段、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潍日高速连接线）》的

预案； 

否 

2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的预案； 否 

3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

绕城北线）》的预案； 
否 

4 审议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的预案； 否 

5 审议关于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的预案； 否 

6 
审议关于认购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基金份额的预案。 
否 

（三）股东代表发言。  

（四）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 

（五）宣布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六）宣读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七）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相关文件。 

（八）律师宣读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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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

段、青银高速齐河—夏津段、潍日高速连接线）》的预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2月 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签署《资产委

托管理补充协议》，继续代其管理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银

高速齐河—夏津段、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烟台至海阳高速、临沂

至枣庄高速公路等资产；委托管理期限延续至 2017年 12月 31日。 

鉴于上述《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已到期，经协商，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继续按照原《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

执行。2018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签署《资

产委托管理协议（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银高速齐河—夏津

段、潍日高速连接线）》，代其管理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银

高速齐河—夏津段、潍日高速连接线资产；2018 年-2020年委托管理成本费用分

别为 15,159.80 万元/年、19,266.40万元/年、19,311.78万元/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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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的预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2月 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签署了《资产

委托管理补充协议》，继续代其管理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

银高速齐河—夏津段、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烟台至海阳高速、临

沂至枣庄高速公路等资产；委托管理期限延续至 2017年 12月 31日。 

鉴于上述《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已到期。经协商，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继续按照原《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

执行。2018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公

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烟海高速）》，代其

管理烟海高速公路资产；2018 年-2020 年委托管理成本费用分别为 2,898.58 万

元/年、3,864.77万元/年、3,864.77万元/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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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 

（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的预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2月 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签署了《资产

委托管理补充协议》，继续代其管理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

银高速齐河—夏津段、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烟台至海阳高速、临

沂至枣庄高速公路等资产；委托管理期限延续至 2017年 12月 31日。 

鉴于上述《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已到期，经协商，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继续按照原《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

执行。2018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全资子公

司山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

南绕城北线）》，代其管理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公路资产；2018 年

-2020 年委托管理成本费用分别为 5,692.14 万元/年、7,625.44 万元/年、

7,633.71 万元/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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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的预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2月 9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签署了《资产

委托管理补充协议》，继续代其管理京台高速泰安-曲阜段、曲阜-张山子段、青

银高速齐河—夏津段、菏关高速、青银高速济南绕城北线、烟台至海阳高速、临

沂至枣庄高速公路等资产；委托管理期限延续至 2017年 12月 31日。 

鉴于上述《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已到期，经协商，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期间，公司拟与高速集团继续按照原《资产委托管理补充协议》

执行。2018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公

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拟与高速集团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枣临高速）》，代其管理枣临高速公路资产；2018 年-2020

年委托管理成本费用分别为 2,591.77 万元/年、3,455.69 万元/年、3,455.69

万元/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2日披露的《山东高速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24）。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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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的预案 

各位股东： 

近期，公司对收购湖北武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荆公司”）

60%股权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具体如下： 

一、武荆公司概况 

武荆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8.08 亿元。目前山东高速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持有武荆公司 60%股权，高速集团全资

子公司山东高速湖北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发展公司”）持有武荆公司

40%股权。 

二、武荆高速概况 

武荆高速（湖北省武汉至荆门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7918网”

上海至成都公路（G42，沪蓉高速）的组成部分，也是湖北省规划的“七纵五横

三环”公路主骨架网的一条横线。武荆高速采用 BOT 方式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

收费里程约 185.34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 120公里，收费期限 30

年，自 2010 年 5 月 28 日建成通车开始计算收费期。武荆高速已于 2013 年完成

竣工决算和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 88.21亿元，平均每公里造价 4,759 万元。 

武荆高速目前收费标准为小客车每公里 0.5 元，货车计重收费基本费率为

0.08元/吨•公里。 

三、武荆公司财务状况 

武荆高速 2010 年通车当年通行费收入约 0.91亿元；2011-2017 年通行费收

入自 2.44 亿元增长至 7.48 亿元，呈逐年稳定增长态势，经营情况良好；2018

年一季度通行费收入 2.38亿元，较 2017年同期通行费收入 2.08亿元增长 14.42%。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8年 4月 30 日，武荆

公司总资产 72.78 亿元，总负债 61.97 亿元，净资产 10.81 亿元。2017 年武荆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0亿元，净利润 1.7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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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武荆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46.11亿元，60%股权价值为 27.66亿元。 

四、收购方案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路桥主业、增加公司经营收益，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

式，以现金收购高速集团所持武荆公司 60%股权，受让价格 27.66亿元。收购资

金 60%（16.6亿元）采用银行并购贷款，40%（11.06亿元）为自有资金。 

高速集团向武荆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1.535 亿元，该款项在股权交割后 30 日

内由武荆公司进行偿还。若武荆公司未能筹措到足额资金偿还，公司拟向武荆公

司提供不超过 1.5亿元股东借款，用于偿还上述款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山东高速关于收购湖北武荆

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8）。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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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基金份额的预案 

各位股东： 

为加快资本运作，推动多元化发展，公司拟出资 10 亿元认购山高（烟台）

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占比约 16.7%。 

一、基金管理公司基本情况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投资控股公司”）与东营市黄河三角洲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黄

三角”）、云南荣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荣琪”）合资设立了山

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基金”）。高速基金注册资本

2,000 万元，投资控股公司出资 980 万元，持股 49%；黄三角出资 820 万元，持

股 41%；云南荣琪出资 200 万元，持股 10%。高速基金已于 2015 年 10 月登记为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24745。 

二、产业基金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业基金的名称：山高(烟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二）产业基金的规模：600,000万元整 

（三）产业基金的出资方： 

普通合伙人（GP）：山东高速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LP）：山东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山高嵩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四）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非公开募集 

（五）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 

产业基金的投资行业为基础设施类项目及其他战略新兴产业，如城镇化建设、

市政环保、健康养老等行业。 

（六）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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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期限暂定 5 年。合伙企业运作期限届满前，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投资项

目的实际情况，决定延长基金的运作期限。 

（七）管理费收取： 

管理费为 0.3%/年，管理费计算公式为：实际管理资金规模*实际管理天数

*0.3%/365。 

（八）有限合伙人收益分配约定： 

就取得的所投项目的投资收入一般不再用于项目投资，应于取得之后 20 个

工作日内进行分配。投资收入在扣除应计提的管理费后，将剩余可分配收入按照

各方实缴出资比例给分配给各方合伙人。 

投资项目本金开始退出后，各方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

分配。 

（九）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按下列顺序承担合伙企业的各项亏损，同一级别的合伙人

之间应按其实缴出资额比例分担： 

1、由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由有限合伙人以其实缴出资额为限承担。 

（十）基金管理及决策机制 

基金管理公司对外投资需经实缴出资的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十一）退出方式 

基金将随着投资项目的退出，逐步向各合伙人进行清算，经基金管理人决定

后，基金存续期限可以提前终止或延长。 

退出方式：由其他第三方并购、被投资企业大股东回购或项目投资失败退出

结算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 6月 14日披露的《山东高速关于认购山高（烟

台）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8-029）。 

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