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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8-47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7 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
(三)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及时间：201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14:30 时
(四)股权登记日：201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
（五）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五路 330 号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 在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8-37）
。2018 年 5 月 17 日，公司股东山东高速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投资”
，持有公司 3.75%股份）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提议将《关于向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
司转让债权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一并
审议，内容如下：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与关
联方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农投”）经充分协商，签订《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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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协议》，约定路桥集团将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与长期应收款，账
面值合计 365,535,511.18 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等额转让给山东农投（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一、交易对方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奥体中路 5006 号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主要办公地点：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曾卫兵
注册资本：126,689.92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3045203N
经营范围：委托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办理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农业资源、科
技开发、农业商品和出口基地建设及农业生产项目的建设开发进行投资；农业生产设
备、建筑材料、蔬菜的销售，电子设备租赁、房屋租赁等。
2.山东农投设立于 1988 年 5 月 6 日。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截至 2017 年底，该公司净资产 159,221.19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1.05
万元、净利润 56,756.31 万元。
3.山东农投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产权的子企业，
为本公司关联方。
4.山东农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农投已向路桥集团预付
全额债权转让款，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对方违约风险。
5.除本次交易外，公司自 2012 年以来一直租赁山东农投生产办公房产，目前仍继
续租赁使用。公司 2017 年向山东农投支付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70.45 万元，
2018 年尚未支付租金。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出售的资产为路桥集团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与长期应
收款，截至 2018 年 5 月 9 日账面值合计为 365,535,511.18 元，具体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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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类型

金额（元）

1

江西梨温高速 B 段管理处

应收账款

793,091.35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应收账款

225,443.13

3

温州绕城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质保金

应收账款

5,405,986.99

4

江西路桥工程局

应收账款

1,503,294.94

5

国道 207 线桑宝公路建设办公室

其他应收款

1,500,000.00

6

省对外贸易合作厅

其他应收款

200,000.00

7

市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

其他应收款

120,000.00

8

河北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400,000.00

9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宜公路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332,935.00

10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宜公路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9,355.00

11

武汉市绕城高速管理处

其他应收款

50,000.00

12

济宁北湖度假区管委会

长期应收款

147,399,490.62

13

济宁市新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长期应收款

170,000,048.96

14

微山县政府

长期应收款

1,999,970.73

15

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长期应收款

30,495,894.46

合计

365,535,511.18

以上应收款是路桥集团在主营业务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其中应收济宁北湖度假区
管委会、济宁市新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应收款均系 2010 年签约的 BT 项目剩
余未付回购款，占本次转让标的资产总额的 87%。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上述标的资产进行审计。
2.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未了结的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3.标的资产性质为路桥集团应收款债权，最近三年债务人有部分还款，截至 2018
年 5 月 9 日尚有余额 365,535,511.18 元，近三年一期未发生过转让交易、亦未做过评
估。
4.本次债权转让尚未通知债务人，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本协议生效后，
路桥集团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通知债务人及相关担保人（如有），山东农投予以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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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路桥集团标的资产账面值定价，山东农投按账面值等额支付债权转让
款。
四、《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债权
标的债权为路桥集团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与长期应收款，账面
值合计为 365,535,511.18 元。
（二）标的债权转让
1.山东农投作为债权受让主体，向路桥集团以现金等额收购标的债权。本协议签
订后 2 个工作日内，山东农投向路桥集团按账面值以现金方式支付标的债权转让款
365,535,511.18 元大写（人民币叁亿陆仟伍佰伍拾叁万伍仟伍佰壹拾壹圆壹角捌分）。
2.路桥集团将上述全部标的债权，一并转让予山东农投。本协议生效且山东农投
足额支付标的债权转让款之日起，山东农投享有标的债权债权人的各项权利。
（三）标的债权转让后的管理
1.本协议生效且路桥集团收到全额标的债权转让款后，路桥集团将关于标的债权
的全部文件原件移交山东农投，包括但不限于：（1）债务人身份证明文件；（2）标的
债权相关协议；（3）其他与标的债权有关的凭证、证明等文件资料。
2.山东农投自主追索标的债权，需路桥集团协助的，路桥集团应积极提供协助。
（四）债权转让通知
本协议生效后，路桥集团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通知债务人及相关担保人（如
有），山东农投予以配合。
（五）标的债权实现
双方确认，本协议生效且路桥集团收到全额标的债权转让款后，追索实现标的债
权收回的款项，均归山东农投享有；追索标的债权发生的各项费用亦由山东农投承担；
如债务人或担保人向路桥集团偿付债务的，路桥集团应在收到款项后 1 个工作日内将
其移交予山东农投。本协议生效前，如债务人或担保人向路桥集团偿付债务的，从路
桥集团转让给山东农投的标的债权中相应扣减，路桥集团将已收取的该部分债权对应
的转让款退还予山东农投。
（六）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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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即构成违约，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均应承担由此
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及守约方因向违约方提
起索赔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
费、仲裁费、执行费等。
（七）其他
1.以下条件均具备后，本协议生效：（1）本协议经路桥集团与山东农投盖章、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2）本次债权转让经路桥集团股东山东路桥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若山东路桥董事会、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则路桥集团应无条件按照
山东农投要求，将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归还山东农投并加付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
2.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标的资产是路桥集团账龄较长的应收款，路桥集团多次向债务人追索债权，近
年来略有回款但收效较慢。为尽快回收债权、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积极寻求各种
途径尽快实现债权。山东农投近年来拓展不良资产投资管理业务，组建债权清收、资
产重组整合专业团队，有意收购路桥集团应收款债权。
《债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将有利于路桥集团资金回笼，对公司经营有积极影响。
2．协议相对方山东农投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应回避表决。
请审议。”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尚需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议案
涉及公司与关联方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山
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高速投资回避表决。
三、提案资格审查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股东高速投资具有提交临时提案的资格，上述临
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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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股东大会其他事项
除上述变动外，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时间、地点、
方式和股权登记日等相关事项不变。增加临时提案后的股东大会通知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五、备查文件
高速投资《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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