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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任发、总经理汪春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智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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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3,043,761.26 708,861,624.37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1,598,430.84 286,719,172.39 1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1,067,803.01 286,448,939.47 1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2,977,529.61 479,844,717.92 -30.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0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140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3.39%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869,720,728.07 16,523,315,093.72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364,982,895.08 9,023,071,118.45 3.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56,447.55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3,332.94 
主要为索赔收入及公路用地补

偿费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432.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824.67  

合计 530,627.8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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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4,1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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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5% 513,382,595 410,002,853   

广东省公路建设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0% 466,325,020 466,325,020   

亚东复星亚联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68% 202,429,149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4% 101,214,574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52,937,491 52,937,491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5% 30,364,372 30,364,372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1.01% 21,194,288 0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3,201,086 0   

PRUSIK 

UMBRELLA 

UCITS FUND 

PLC 

境外法人 0.62% 12,999,871 0   

MATTHEWS 

CHINA 

DIVIDEND 

FUND 

境外法人 0.52% 10,883,45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3,37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742 

冯梧初 21,194,288 
人民币普通股 19,454,39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3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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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粤有限公司 13,201,0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201,086 

PRUSIK UMBRELLA UCITS 

FUND PLC 
12,999,87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999,871 

MATTHEWS CHINA DIVIDEND 

FUND 
10,883,457 境内上市外资股 10,883,4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825,598 人民币普通股 10,825,598 

马来西亚国库控股公司－自有资

金 
10,522,779 人民币普通股 10,522,779 

PERSHING LLC 8,239,733 境内上市外资股 8,239,733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

安国富－永富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255,301 人民币普通股 7,255,301 

UBS AG LONDON BRANCH 6,697,940 境内上市外资股 6,697,9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新粤

有限公司的控股母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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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本年初相比 

1、货币资金 

比年初增加35,754万元，增幅15.13%，主要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33,298万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15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入2,442万元。 

2、在建工程 

比年初增加20,959万元，增幅58.86%，主要是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段扩建工程发生的工程费用。 

3、预收款项 

比年初增加9,851万元，增幅663.06%，主要是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2018年1月31日收到珠海高

新区管委会转来的广澳高速珠海段4.213公里高速公路首笔补偿款1亿元，由于该事项尚未完成，暂不确认

损益。 

4、应交税费 

较年初减少16,594万元，减幅38.71%，主要是所属子公司缴纳上年底计提的所得税所致。 

5、其他应付款 

比年初增加13,668万元，增幅157.71%，主要是公司向参股公司借入一年以内委托贷款。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比年初增加52,627万元，增幅43.19%，是公司将57,500万元长期借款重分类至该科目及偿还4,873万元

到期借款的综合影响。 

（二）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 

1、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加3,418万元，增幅4.82%，主要是因车流量自然增长导致通行费收入增加。 

2、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期减少1,787万元，减幅6.59%，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原合作期

到期，广佛高速公路2017年2月已全部提完折旧，同比减少2,601万元；（2）因车流量自然增长，佛开高速

公路、京珠高速广珠东段折旧同比增加。 

3、财务费用  

比上年同期减少1,127万元，减幅16.47%，主要是本期有息债务偿还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的综合影

响。 

4、投资收益 

比上年同期增加554万元，增幅5.68%，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新增参股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 

5、所得税费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647万元，增幅为6.75%，主要是佛开分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公路

广珠段有限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5,488万元，增幅19.14%，增加的原因是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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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比增加8,056万元，增幅12.31%，主要是因为通行费收入增长。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2,603万元，减幅-75.10%，主要是因为各控股路段高速联网收费待拆分款减少。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2,925万元，增幅79.76%，主要是因为佛开分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公

路广珠段公司本期支付的工程款同比增加。 

4、支付的各项税费 

本期同比增加17,255万元，增幅198.87%，主要是所属子公司缴纳上年底计提的所得税所致。 

5、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2,472万元，增幅44.01%。公司本期收到参股公司现金股利增加。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本期同比增加10,033万元，主要是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2018年1月31日收到珠海高新区管委会

转来的广澳高速珠海段4.213公里高速公路首笔补偿款1亿元。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同比增加6,734万元，增幅59.21%，主要是佛开分公司本期支付的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工程进

度款增加。 

8、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19,127万元，减幅38.33%，原因是本期偿还借款同比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1818 光大银行 517,560,876.80 235,254,944 0.45% 235,254,944 0.45% 959,840,171.52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2009 年

认购 

合计 517,560,876.80 235,254,944 -- 235,254,944 -- 959,840,171.52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2009 年 0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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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09 年 08 月 07 日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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