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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5-045

关于下属子公司参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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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高速”）
 投资金额：50,00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此次粤高速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取得广东省国资委批准、
粤高速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投资尚具有不确定因素。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2015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认购粤高速 A 增发股份的议案》：
1、认购方式：现金方式
2、认购金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
3、认购价格：5.09 元/股（发行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 90%，即 5.19 元/股。粤高速股东大会批准 2014 年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因此发行价格最终调整为 5.09 元/股。）
4、认购方：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赢悦”）。
5、锁定期：此次认购股份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粤高速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取得广东省国资委批准、粤高速股东大会批
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粤高速 A、粤高速 B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1996 年 8 月 15 日（B 股）
、1998 年 2 月 20 日（A 股）

股票代码

000429（A 股）、200429（B 股）

注册资本

1,257,117,748 元

法定代表人

朱战良

注册地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85 号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邮政编码

510100

联系电话

(020) 29004609、(020)29004522

联系传真

(020) 38787002、(020)38787002

互联网网址

http://www.gpedcl.com

电子信箱

zqb@gdcg.cn

经营范围

主营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建设施工，公路、桥梁的收费和养护
管理，汽车拯救，维修，清洗，兼营与公司业务配套的汽车运输、仓储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粤高速属于基础设施行业，主要经营广佛高速公路和佛开高速公路的收费和
养护工作，投资科技产业及提供相关咨询。
公司经审计机构审计的最近三年及经初步审计的最近一期的合并财务报表
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状况指标
资产总计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1,241,619.90 1,251,350.59 1,269,447.55 1,315,456.55

负债合计

647,642.74

664,248.94

764,173.11

804,210.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06,799.72

501,617.65

423,799.91

426,886.00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业绩指标

2015 年 1-3 月

营业总收入

36,050.80

145,505.50

132,750.61

110,571.68

营业利润

12,799.36

41,252.95

21,798.95

26,163.19

利润总额

13,257.94

41,198.98

7,147.59

23,338.38

8,710.90

31,875.48

12,777.77

17,578.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主要财务指标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资产负债率

52.16%

53.08%

60.20%

61.14%

毛利率

50.81%

41.68%

30.45%

41.29%

0.07

0.25

0.10

0.14

每股收益（元/股）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
（一）交易方案介绍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粤高速拟通过发行 A 股股份的方式分别向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省高速”）购买其持有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5%股权，向广东省
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建设公司购买其持有的对京珠
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的债权。
2、募集配套资金
粤高速拟向亚东复星亚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东复星亚联”）、西
藏赢悦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用以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税费以及补充上市公
司流动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 165,000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 A 股股份购买资产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一致。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粤高速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5.19 元/股，经粤高速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4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2014 年底的总股本 1,257,117,748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
税），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在前述利润分配完毕后相应每股除息 0.1 元，最
终发行价格为 5.09 元/股。
除上述利润分配事宜外，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数量
本 次 资 产 重 组 交 易 标 的 预 估 值 总 计 436,552.74 万 元 ， 其 中 现 金 支 付
98,790.37 万元，初步计算的本次购买资产发行 A 股股票数量约为 66,358.03 万

股，其中拟向省高速发行 20,815.59 万股，拟向建设公司发行 45,542.44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
本次粤高速拟向亚东复星亚联、西藏赢悦和广发证券募集资金的金额分别不
超过 100,000 万元、50,000 万元和 15,000 万元。对应的股份数分别不超过
19,646.37 万股、9,823.18 万股和 2,946.95 万股。
如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再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股份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认购粤高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拓展了公司的投资渠道，同时由
于投资标的业务发展稳定，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2、通过参与粤高速非公开发行，公司与粤高速及其控股股东建立起战略合
作关系，不排除未来在其他业务领域展开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
1、投资风险
本次粤高速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锁定期限为 36 个月，由于二级市场股价波动，
本次投资可能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
2、审批风险
本次粤高速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取得广东省国资委批准、粤高速股东大
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投资尚具有不确定性因素。

六、备查文件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4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七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