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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参与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

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行公司”）增资扩股事宜。公司

以所辖部分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评估作价 364.71 万元和现金

19,292.75 万元认购畅行公司 7,500 万股定增股份，认购价格为 2.62

元/股。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畅行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亿元增加至 2.5

亿元，公司将持有畅行公司 30%股份。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增

资扩股协议、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等与本次畅行公司增资扩股相关的后续

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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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分享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红利，推

动畅行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整合省内服务区资源，实现省内服务区的

统一经营管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

参与畅行公司增资扩股事宜。公司以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评估作价

364.71万元和现金 19,292.75万元认购畅行公司 7,500万股定增股份，

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路开发公司”）以服务区经

营性设施资产评估作价 260.86 万元和现金 19,396.60 万元认购畅行公

司 7,500万股，认购价格均为 2.62 元/股。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畅行公司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加至2.5亿元，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集团”）、公

路开发公司和公司分别持有畅行公司 40%、30%、30%股份。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协助办

理工商变更等与本次畅行公司增资扩股相关的后续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9,657.46 万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前，畅行公司和公路开发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省高

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省高速集团、公路开发公司、畅行

公司为本次交易的关联方，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省高速集

团及其子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次数共计 2 次，

累计金额合计 31,196.88万元，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省高速集团基本情况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

阳洲中路 367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江军，注册资本：950,505.120598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高速公路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

服务、经营，服务区经营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工程施工、机

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批发、代购、现代物流、广告、房地产开发经营，

道路清障、车辆救援与抢修、停车、货物装运与仓储服务业务（危化品

除外）。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省高速集团总资产 3,148.51亿元，净资产 1,227.66

亿元，营业总收入 230.68 亿元，净利润 25.26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省高速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360.96 亿元，净资产

1,248.68 亿元，营业总收入 185.22 亿元，净利润 20.88亿元。 

省高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目前，省高速集团持有公司

1,226,311,035股，持股比例为 52.51%。 

（二）公路开发公司基本情况 

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

道 1366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柏殿，注册资本为 177,531.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经营；高速公路服务区经

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筑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批

发；物流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提供停车场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 381.93 亿元，净资产 123.23



 

亿元，营业收入 37.99 亿元，净利润 4.16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路开发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74.19 亿元，净资产 134.29

亿元，营业收入 32.24 亿元，净利润 6.72 亿元。 

公路开发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省高速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目前，公

路开发公司持有公司 7,379,960 股，持股比例为 0.3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畅行公司的基本情况 

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江西省南昌市经开

区庐山南大道 1678号（舍里甲收费站内），法定代表人为潘皓，注册资

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投资、建设

与经营管理；物业管理；物流；高速公路排障；高速公路广告策划设计

与媒体发布；餐饮；百货及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卷烟及雪茄烟、电

子产品、通讯器材、珠宝首饰、家居用品、服饰、纺织用品、五金交电、

机电设备、出版物（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零售；汽车用品的批发、零售；

汽车维修；工艺美术品、花木、药品、保健食品、农产品、粮油、文体

用品、化妆品、蔬菜水果销售（从百货至此项均限下属分公司凭有效许

可证经营）；运动场馆经营；旅游商务咨询；网上贸易代理；农业开发；

住宿。 

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畅行公司总资产 37,426.56 万元，净资产 15,838.94

万元，营业收入 25,312.48 万元，净利润 2,615.50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畅行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5,250.89 万元，净资产

17,366.58 万元，营业收入 22,047.46万元，净利润 1,527.64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前，畅行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省高速集团的全资



 

子公司。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均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本次评估中所指服务区经

营性设施资产均为设备类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不包

括土地、房产和加油站等固定资产。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西畅行高

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收益法

评估，畅行公司评估价值为 25,175.69万元，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

增值 9,336.75 万元，增值率为 58.95%。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西省高速

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对江西畅

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服务区经营性设施

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

成本法评估，省高速集团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评估价值为

1,034.26 万元。 

截止评估基准日，畅行公司的评估价值为 25,175.69 万元，省高速

集团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034.26 万元。省高速

集团以该两项资产总值 26,209.95万元作为畅行公司的评估总价值。 

每股价格=（基准日的畅行公司评估价值+集团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

施资产的评估价值）/1亿股。 

故经评估后的每股价格为 2.62元/股，即为本次交易的每股定价。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西公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对江西畅行高速公路



 

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拟用于增资的服务区经营性设施

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

成本法评估，公路开发公司拟用于增资的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评

估价值为 260.86 万元。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对江西畅行高速

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拟用于增资的服务区经营性

设施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经成本法评估，公司拟用于增资的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评估价值

为 364.71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庐山、鄱阳、彭泽、石钟山、丰城、铜鼓、

吉安、峡江、南昌南、奉新、樟树、永修 12 对服务区及经楼、罗家滩

2 对停车区。其中，吉安服务区由于已经和漳浦天福观光茶园有限公司

合资经营，不纳入本次评估，且未来不交由畅行公司经营。奉新、铜鼓、

峡江服务区中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昌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江西

昌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的经营性设施资产及 2019 年开通的永

修服务区的经营性设施资产亦不纳入此次评估范围，后续将由畅行公司

另行收购。 

四、本次关联交易后续安排 

本次增资扩股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

负责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等与本次畅行

公司增资扩股相关的后续事宜。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畅行公司董事会拟设定为 7 人，其中公司推

荐董事为 1 人；监事会拟设定为 3 人，其中公司推荐监事为 1 人。同时，

公司拟将所辖部分服务区交付畅行公司统一特许经营（不含加油站），



 

特许经营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超过 20年。畅行公司向公司支付

特许经营权费用，费用金额不低于其支付给省高速集团所辖服务区费用

的同等水平。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畅行公司增资扩股事宜，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分享省内

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红利，推动畅行公司混合所有制改

革，整合省内服务区资源，实现省内服务区的统一经营管理。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5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

事审议并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参与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以下独立

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独立第三方提供

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有助于推动公司进一步分享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产业做强

做优做大的红利，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2、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八、备查文件 

（一）《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

宜涉及的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二）《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

营性设施资产对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所涉

及的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三）《江西公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

产对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拟用于增

资的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四）《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拟以所属服务区经营性设

施资产对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增资涉及的拟用

于增资的服务区经营性设施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