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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布的《2022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資料》，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趙桂萍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2 年 8 月 2 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廖湘文先生（執行董

事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文亮先生（執行董事）、戴敬明先生（非執行董

事）、李曉艶女士（非執行董事）、呂大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白華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李飛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繆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徐華翔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 

 

 

 

 

 



 

 

 

深圳高速公 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Shenzhen Expressway Corporation Limited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现场会议时间： 2022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10:00 开始 

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汉京金融中心 46 楼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A 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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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东大会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特制订本须知： 

一、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

理人，以下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H 股点票监察

员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大

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

门查处。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参会股

东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四、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董事长因故不能主持会

议时，由董事长指定一名公司董事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具体负责股东大会的会务事宜。 

五、现场会议登记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8 日 9:30-10:00。为了能够及时、准

确地统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数，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务

必准时到达会场，并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

和文件： 

1、A 股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应出示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依法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

证明文件。 



2、A 股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股东依法签署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本人

身份证明文件。 

3、H 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填妥的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和本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和 H 股点票监察员将对该等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验。 

六、会议主席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之前，会议登记终止。在会议登记终止时未在“出席股东签名册”上签到的

股东和代理人，其代表的股份不计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份总数，不得参与表决，

但可在股东大会上发言或提出质询。 

七、股东大会审议议案时，股东可在得到会议主席许可后发言。股东发言

应围绕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会议主席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提问。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八、股东大会对议案采用记名方式逐项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适用A股市场）相

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本公司全体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每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有关投票的具体安排，请参见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本会议资料之

“投票表格填写说明”及“网络投票说明”的内容。 

九、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和监事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并现场公布表决结果。 

十、会议主席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所投票数进

行点算；如果会议主席未进行点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对会议主席

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后立即要求点票，会议主席应当即时进行点票。 

十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席宣布股东大会开始，报告会议出席情况，并通告会议的见证

律师。 

二、见证律师宣读出席股东的资格审查结果。 

三、股东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四、议案审议： 

（一）会议主席安排相关人员向大会报告议案，提请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关于终止吸收合并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股东发言、提问及公司回答。 

五、投票表决。 

六、休会并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结果。 

七、会议主席宣布表决结果。 

八、见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董事、监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十、会议主席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格填写说明 

 

请出席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以下同）在填写投票表格时注意以下内容： 

一、填写股东资料： 

出席股东请按实际情况填写“股东资料”中相应内容，并应与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签到的内容一致。法人股东请填写法人单位的全称，个人股东请填写股东

本人姓名。持股数一栏中，请出席股东填写与本投票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不论

如何，该数目不应超过出席股东在股权登记日（2022 年 8 月 12 日）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数。 

二、填写投票意见： 

股东对提交表决的议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有两票或者两票以上的表决权的股东，不必把所有表决权全部

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股东如欲投票同意，请在“同意”栏内加上“√”

号，如欲投票反对，则请在“反对”栏内加上“√”号，如欲弃权，则请在“弃

权”栏内加上“√”号。对于 A 股股份，表决票中就议案所投票数总和低于其

有权投票数量的情况，其投票数有效，其有权投票数量和投票数量的差额计为“弃

权”。对于 H 股股份，当且仅当股东对决议案明确投票同意、反对或弃权时，该

等股份数量将被计入对决议案的投票总数，如股东对决议案未明确投票同意、反

对或弃权，该等股份数量将不被计入对决议案投票总数。 

三、填票人应在投票表格的相应位置签字确认。 

四、请各位股东正确填写投票表格。如投票表格中有涂改或差错的，出席

股东应在修订处签名予以确认，或在投票阶段向工作人员领取空白投票表格重新

填写（原表格当场销毁）。若投票表格未经正确填写或字迹无法辨认，本公司可

行使绝对酌情权将此投票表格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视情况而定）视为无效。 

五、股东在填写投票表格时如有任何疑问，请及时向工作人员提出。 



 

附：投票表格样式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十时正 

于中国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汉京金融中心 46 楼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股东资料： 

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A 股适用)：  

股份性质：   A 股  /   H 股 

持股数：  

股东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投 票 表 格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吸收合并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备注： 

1、 决议案将经点票程序表决。 

2、 若本公司判定此投票表格全部或部份未经正确填写，本公司可行使绝对酌情决定权将此

投票表格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视情况而定﹞视为无效。 

3、  若就所持全部股数投票，请于“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下之适当位置填上“√”

号。若只就部分持有股数投票，请于“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栏下之适当位置注

明有关股份数目。 

4、 决议案的内容仅属概要，有关决议案的详情请参见股东大会通知。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说明 

 

按照相关要求，本次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

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投票日期：2022 年 8 月 18 日。 

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四、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五、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关于终止吸收合并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 

 

各位股东：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批准终止吸收合并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沿

江公司”），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本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吸收合并部分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深圳机荷高

速公路东段有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沿江公司。机荷东公司的税务及工商注

销等手续已于2021年10月完成。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0年8月13日、9

月29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本公司拟终止吸

收合并沿江公司。 

 

一、沿江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0301B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四层—1303 

法定代表人：张君瑞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注册资本：人民币66亿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日 

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的建设及运营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深圳段指广州至深圳沿江高速公路深圳南山至东宝河

（东莞与深圳交界处）段（“沿江高速（深圳段）”），其中，沿江高速（深圳段）

主线及相关设施工程简称为沿江一期，收费里程约30.9公里，已于2013年12月28

日建成通车；沿江二期工程于2015年12月开工建设，主要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互通



 

 

立交和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两部分工程，其中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已于2019

年完工通车。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全长约5.7公里，预计将与深中通道同步建成。 

沿江一期2021年的日均混合车流量约为16.8万辆，日均路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162万元。 

本公司为沿江公司唯一股东，合并沿江公司财务报表。根据沿江公司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会计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及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个月（按中国会计准则，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个月 

营业收入 614,432.23 103,252.35 

净利润 201,258.18 31,863.35 

 于2021年12月31日 于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570,135.04 7,504,397.06 

负债总额 1,089,844.53 990,790.02 

资产净额 6,480,290.51 6,513,607.04 

 

有关沿江公司和沿江高速的进一步信息，可参阅本公司过往的定期报告及

本公司网站。 

本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会议，批准对沿江公司减资人民币38亿

元，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2年5月13日的公告。沿江公司的减资工作

正在进行之中。 

 

二、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的原因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

沿江公司的主要出发点和目标为减少管理层级、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益，以及

满足机荷高速整体改扩建的需要。近年来，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1、本公司已于2021年完成了对机荷东公司的吸收合并，将机荷东段资产和

机荷西段资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营管理，减少了机荷东段资产的管理层级，实

现了降本增效的资产整合目标，同时也满足了机荷高速即将整体改扩建的需要。 

2、本公司正在按照股东大会于2021年12月批准的“十四五”（2021-2025年）



 

 

发展战略的要求，对各项收费公路资产进行整合。本公司已于2022年1月完成了

对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71.83%控股权的收购，湾区发展是

香港上市公司，其拥有45%利润分配比例的广州至深圳高速公路（“广深高速”）

与沿江高速（深圳段）的线位和走向比较接近。本公司有意向促使湾区发展获得

沿江公司51%的控股权（“该等资产整合”），以通过该等资产整合实现相近路段

的统筹管理，进一步发挥协同效益，实现降本增效和精益管理的目标。 

3、通过该等资产整合，在本公司继续维持沿江高速（深圳段）控股权的情

况下，本公司可获得资金用于自身业务发展；同时通过充实湾区发展主业，可更

好地挥其作为香港上市公司的投融资平台作用，有利于本集团进一步拓宽融资渠

道，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4、本公司与湾区发展于2022年3月就有关事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有关详

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2022年3月7日的公告。目前，本公司与湾区发展并未就此

签订任何具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 

基于以上实际情况和相应的安排，可实现本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本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沿江公司的目标。为了更好地整

合集团收费公路资产，发挥内部资源的协同优势，实现“十四五”（2021-2025年）

发展战略目标，推动本公司长远健康的发展，本公司董事会建议终止吸收合并沿

江公司。 

由于沿江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本次终止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本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不会发生变化。 

董事会认为终止吸收合并沿江公司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有鉴于

此，董事会建议股东于临时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将予提呈的决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