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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高速 6000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高文 冯国栋 

电话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福建

交通综合大楼26层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福建

交通综合大楼26层 

电子信箱 stock@fjgs.com.cn stock@fjgs.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7,819,450,140.56 17,962,580,545.60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48,759,940.56 8,446,314,979.01 0.03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4,210,366.48 774,541,522.71 -3.92 

营业收入 1,209,994,866.34 1,219,827,660.73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104,961.55 342,995,611.86 2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538,389.43 339,302,730.86 2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4.20 增加0.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250 2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9 0.1250 20.7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5,85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6.16 992,367,729 0 无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5 487,112,772 0 无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

信托－鑫睿 2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21,466,767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优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0 16,350,493 0 无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招商财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9 10,795,995 0 无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4 9,396,400 0 无   

林庄喜 境内自然人 0.34 9,240,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7 7,304,593 0 无   

林炜槟 境内自然人 0.26 7,212,598 0 无   

廖晖 境内自然人 0.25 6,850,9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 9 位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

信托－鑫睿 2 号单一资金信托和创金合信

基金－招商银行－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同属于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5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福建发展高

速公路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 闽高速 122431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 3.5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2.67%   43.1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65   6.73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表现为筑底企稳，公司各主要路段经营情况总体保持平稳。客

车流量（按标准车型折算全程）方面，福泉高速日均 22,635 辆，同比增长 0.60%，泉厦高速日均

36,805 辆，同比增长 0.13%；货车流量（按标准车型折算全程）方面，福泉高速日均 16,119 辆，

同比增长 7.31%，泉厦高速日均 19,843 辆，同比增长 0.89%。罗宁高速因平行路段宁（德）连（江）

高速宁德段于 2016 年年底通车运营，导致罗宁高速车辆进一步受到分流影响，上半年罗宁高速客



车车流量日均 8,124 辆，同比下降 14.47%，货车车流量日均 4,084 辆，同比下降 53.19%。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19,101.25 万元，同比下降 1.03%

（去年同期 1-4 月份收入为含税收入，下同），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实现 46,869.02 万元，同比下降

1.24%，福泉高速公路实现 67,671.93 万元，同比增长 2.70%，罗宁高速公路实现 4,560.30 万元，

同比下降 34.75%。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999.49 万元，同比下降 0.81%，营业成本支出 39,064.92

万元，同比增长 6.01%，管理费用支出 2,998.27 万元，同比增长 0.78%，财务费用支出 12,717.04

万元，同比下降 16.21%，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 4,438.80 万元，亏损幅度同比扩大

至 39.61%，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410.50 万元，同比增长 20.73%。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主要路段福泉高速和泉厦高速车流量表现平稳，福泉路段

货车增长明显，但公司全资路段罗宁高速因相邻路段宁连高速宁德段于去年底的开通出现进一步

的分流影响，罗宁高速的运营数据同比继续出现下滑。但因罗宁高速里程较短，罗宁公司的收入

在公司总体收入中占比较小，上述因素共同影响致使公司上半年通行费分配收入同比轻微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运营管理举措，运营成本和管理费用相对稳定，着力强化资金调度，加

强预算管控，财务费用明显下降，同时，公司确认对外投资实现的投资收益，致使公司总体经营

业绩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关于“公司的高速公路路产按工作量法（即车流量法）计提折旧。对于实际

车流量与预测车流量的差异，公司每三年将根据实际车流量重新预测剩余收费期限的车流量，并

调整以后年度每标准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以保证路产价值在经营期限内全部收回”的规定，公司

在 2017 年初聘请了独立专业的交通研究机构对公司所管辖的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福州至泉州高

速公路、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未来收费期限内车流量进行重新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相应调整上

述 3 条高速公路未来收费年限内每标准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 

根据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批准，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对公路资产折旧

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2017 年 1-6 月合并会计报表项目及影响金额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科目 影响金额（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 -2,967.24 

营业成本 2,967.24 

所得税费用 -741.81 

净利润 -2,225.43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878.37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