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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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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08 年 10 月 15 日发出的董事会会议通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0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四）上

午 10:00 在深圳市滨河路北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19 楼本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

应到董事 12 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会议。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海先生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除特

别说明外，所有议案均以全票通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有关 200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各项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和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鉴于财政部于 2008 年 9 月正式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简称“解

释 2 号”），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自 2008 年第

三季度执行解释 2 号，相应变更若干会计政策，并对以前年度及本年度前期进行

全面追溯调整。 

根据解释 2 号的规定，本集团与收费公路特许经营安排业务相关的若干会计

政策和会计处理发生了变化，主要的会计政策变更包括： 

本集团对特许经营安排所取得的有关公路资产的经营权，按照实际建造等支

出确认为无形资产，并采用车流量法在经营期限内进行摊销。于以前年度和期间，

作为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处理。本项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导致对非流

动资产的重分类调整，并统一采用车流量法摊销。 

本集团对特许经营安排的收费公路所收取的政府补贴，视作经营权授予方对

部分投资的支付承担确认为金融资产，导致经营期摊销额减少。于以前年度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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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递延收入负债、专项应付款或资本公积处理。 

本集团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对除属于公路改造服务外

的特许经营安排的收费公路维护及路面重铺的责任，计提公路养护责任拨备的预

计负债。该拨备由集团根据需要进行的养护及预期发生的开支合理估计，并以其

折现值计提，随时间而增加的拨备确认为利息费用。于以前年度和期间，收费公

路被视为可拆分的固定资产，改造和大修支出计入资产成本在未来使用期内摊

销，被替换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则计入当期费用。 

本集团对合营企业马鄂公司所拥有的无形资产－武黄高速经营权，改用车流

量法进行摊销，以采用集团统一的会计政策。于以前年度和期间，采用直线法进

行摊销。 

综上，本集团因执行解释 2 号，共计减少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人民币 424,534 千元，减少 2008 年 7-9 月和 2008 年 1-9 月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币 17,106 千元和人民币 56,962 千元，对本集团总资产、财务状况和

盈利水平总体上未产生重大影响。对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总资产减少 482,380 486,687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 104,629 89,820

固定资产减少 8,942,880 7,065,518

在建工程减少 3,727,112 3,859,021

无形资产增加 12,220,359         10,468,242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71,882 59,430

总负债减少 883 62,153

专项应付款减少 59,000 59,000

预计负债增加 287,530 237,72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12,457 12,457

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 241,870 253,3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 481,497 424,534

资本公积减少 26,000 26,000

未分配利润减少 455,497 39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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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千元 

 

报告期 上年同期

（经重列）

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

上年年初

至报告期

期末 
（经重列） 

2007 年度

（经重列）

营业成本增加 7,780 7,286 25,315 23,148 30,988

财务费用增加 5,943 4,522 17,829 13,565 18,087

投资收益减少 5,064 3,982 14,809 10,832 14,947

营业外收入减少 2,470 3,311 11,461 12,765 17,453

所得税减少 4,151 3,553 12,452 10,660 14,213

净利润减少 17,106 15,548 56,962 49,650 67,26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17,106 15,548 56,962 49,650 67,262

基本及摊薄每股收益减少（人民币元） 0.01 0.01 0.03 0.02 0.03 

 

2、审议通过 2008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杨海先生、

吴亚德先生、李景奇先生、赵俊荣先生、谢日康先生、林向科先生、张杨女士和

锠赵志 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林怀汉先生、丁福祥先生、

王海涛先生和张立民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为 3 年，由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以上提名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其中，在对提名吴亚德先生及 锠赵志 先生的

表决中，其本人已放弃表决权，表决结果均为 11 票赞同，1 票弃权。本公司的独

立非执行董事均投票赞成，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 

 

三、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酬金的议案，并将有关事宜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第五届董事会的建议酬金方案如下：独立非执行董事林怀汉先生、丁福

祥先生、王海涛先生、张立民先生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内的董事酬金为每年人民

币 15 锠万元整。非执行董事赵志 先生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内的董事酬金为每年

人民币 35 万元整。其他非执行董事李景奇先生、赵俊荣先生、谢日康先生、林

向科先生、张杨女士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不在本公司领取董事酬金。执行董事

按照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办法领取管理薪酬，不领取董事酬金。本公司管理薪酬

由岗位工资、绩效奖金和福利组成，其中福利包括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分别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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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公司规定的统一标准执行。执行董事杨海先生的岗位工资为固定月薪人民

币 5.6 万元，年度绩效奖金基数为人民币 16.8 万元；执行董事吴亚德先生的岗位

工资为固定月薪人民币 4.3 万元，年度绩效奖金基数为人民币 12.9 万元。董事会

每年评估和检讨执行董事的年度绩效和履职情况，以确定其具体的绩效奖金系

数；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办法，另行设定单项奖励计划及厘

定适当的岗位工资调整幅度。所有董事出席或列席相关会议可领取会议津贴。出

席会议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人民币 1,000 元（税后），列席会议的津贴标准为每

人每次人民币 500 元（税后）。如无特别说明，上述酬金或薪酬均为含税金额；

董事领取的报酬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在本议案的表决中， 锠赵志 先生对方案中关于其本人报酬的部分放弃了表决

权。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均投票赞成，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有关详情

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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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执行董事 
 
杨海先生，47岁，高级工程师，毕业于重庆大学（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道桥系。杨先

生曾任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局长助理，1997年至2000年期间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3
月加入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2004年6月至2006年7月期

间任深圳国际副总裁，2007年8月起任深圳国际执行董事。杨先生自2005年4月起任本公司董

事长，现亦担任本公司所投资企业美华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之董事长。杨先生亦为深圳国

际附属公司新通产公司、深科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之董事以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监事会主席。 
 

吴亚德先生，44岁，毕业于广东行政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历。吴先生曾任

深圳市公路局行政部主管、收费公路公司经理等职，1996年11月起先后担任深广惠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深圳市公路局工会副主席。吴先生自1997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2002年1月
至2002年10月期间任本公司代总经理，2002年11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裁，亦担任本公司所投资企业广东清连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之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 
 
李景奇先生，52岁，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李先生拥有超过20年的国际银行经验及外

汇资金业务及风险管理经验，曾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助理，于2000年3月至2006年8月
期间任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2006年8月起任深圳国际执行董事兼

总裁。李先生自2005年4月起任本公司董事，现亦担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

市公司）、Ultrarich International Limited（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以及包括新通

产公司在内的深圳国际多家附属公司之董事。 
 
赵俊荣先生，44岁，经济师、律师，毕业于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赵先

生曾担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法律顾问以及全程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首席法律顾问，自2001年10月起加入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历任法律顾问、总裁助理

兼战略发展部经理、首席法律顾问等职，自2007年6月起任深圳国际副总裁兼战略规划与资

本经营部经理、首席法律顾问，现亦为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及深圳国际附属公司深圳市西

部物流有限公司之董事。 
 
谢日康先生，39岁，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澳洲会计师公会澳洲注册会计师，毕

业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主修会计及计算机科学。谢先生于2000年6月加入深圳国际（香

港上市公司）任财务总监，并曾于2000年8月至2008年3月期间兼任深圳国际之公司秘书，以

及于2004年9月至2007年9月期间担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并曾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任

职多年，从事审计专业工作。谢先生在会计、财务及上市公司管治方面拥有多年经验，对香

港及中国的会计及财务法规有深入的认识。谢先生现亦为深圳国际附属公司深圳市华南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南京西坝码头有限公司及新通产公司之董事。 
 
林向科先生，52岁，高级政工师、高级会计师，广东工业大学交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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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在国内各类企业工作逾30年，在财务、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任深圳市公

路局计财处副处长、审计处副处长，1999年起任深广惠公司董事长，2004年4月起兼任深广

惠公司总经理。林先生自1998年6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张杨女士，44岁，政工师，毕业于兰州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

究生学历。张女士曾在航天工业部工作，1994年加入华建中心，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女

士自2001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亦担任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

司）之副董事长，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和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和中国上市公司）之董

事。 
 

赵志锠先生，54岁，美国注册会计师，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赵先生

在国际金融、证券、会计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自1994年1月起任（香港）丰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亦曾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交易

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副主席以及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和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等职务。赵先生于1996年12月至2002年12
月期间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2003年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亦担任香港证监会程序覆

检委员会委员及三丸东杰（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林怀汉先生，55岁，英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公会之资深会员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之会

员，持有英格兰纽卡素大学荣誉文学士学位。林先生在企业融资及交易顾问方面拥有超过20
年的经验，曾任职于香港渣打（亚洲）有限公司、元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美国信孚银

行及德意志银行，于2000年与其他联合创办人创办了卓怡融资有限公司，现为该公司董事。

林先生亦为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丁福祥先生，61岁，持有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士学位。丁先生自1971年起任香港政府

政务官，曾于多个不同政府部门服务，2000年至2007年期间担任香港政府劳工处副处长。丁

先生在香港政府任职期间，担任首长级职位超过25年，专责财务与人事管理，并曾担任香港

政务官遴选委员会副主席及香港公开大学副院长等政府特派职务。丁先生已于2007年10月退

休。 
 
王海涛先生，63岁，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原河北北京师院）中文系，并

曾在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班学习。王先生曾先后在部队任

职及担任交通部劳动工资局工资处干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部长秘书及中国公路工

程监理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1994年4月起加入招商银行，历任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

工作）、培训中心主任、行政部总经理兼总行工会副主席等职，亦曾担任深圳汇勤物业管理

公司及深圳汇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先生已于2006年2月退休。 
 

张立民先生，53岁，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经济

学博士学位。张先生曾任天津财经学院教师、教授，自1999年起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兼任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审计学会副会长等职。张先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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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

市公司）及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并曾担任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及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上市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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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就提名 林怀汉、丁福祥、王海涛、

张立民 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

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

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

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 5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

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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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林怀汉 ，作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

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林怀汉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深圳 

 



 10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丁福祥 ，作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

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丁福祥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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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王海涛 ，作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

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海涛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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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张立民 ，作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

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

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

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

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

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立民 

二○○八年十月三十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