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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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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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高速 600020  

优先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原优1 36001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亚子 李全召 

电话 0371-67717696 0371-67717695 

办公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100号 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100号 

电子信箱 zygs600020@163.com zygsdm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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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11,699,283.17 50,241,039,695.83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74,276,369.92 13,264,933,141.89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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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313,229.73 960,694,090.14 91.46 

营业收入 2,591,236,770.67 3,255,851,062.82 -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6,512,724.42 776,388,218.03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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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9,060,065.13 763,527,697.82 -2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5.52 减少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10 0.2252 -1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0 0.2252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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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8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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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5.09 1,013,313,285 0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15.43 346,704,888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24 5,381,961 0 无 0 

华贵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其他 0.14 3,180,000 0 无 0 

戴天兴 其他 0.14 3,039,300 0 无 0 

李秀梅 其他 0.13 2,862,600 0 无 0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13 2,852,20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2 2,727,600 0 无 0 

章晓乐 其他 0.12 2,588,500 0 无 0 

陆国标 其他 0.11 2,362,394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

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招商局公

路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6 

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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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

股份增减

变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

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信

托·中国光大银行中海优先收益 2

号资金信托 

国有

法人 
-4,000,000 23.53 4,000,000 优先股 无 0 

中银资产－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其他 -4,000,000 23.53 4,000,000 优先股 无 0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

－灵活配置 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000,000 17.65 3,000,000 优先股 无 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 85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2,000,000 11.76 2,000,000 优先股 无 0 

兴业财富－兴业银行－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2,000,000 11.76 2,000,000 优先股 无 0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粮信

托·投资 1号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000,000 11.76 2,000,000 优先股 无 0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前十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

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及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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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豫高速 143213 2017-8-4 2022-08-04 20 4.95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豫高 01 143495 2018-3-20 2023-03-20 15 5.67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8 豫高 02 143560 2018-4-13 2023-04-13 13 5.21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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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6.02   73.50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326   3.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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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以来，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工作部署和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坚持进中求好的总基

调，深入开展高速公路“提质增效年”活动，建立“桥长制、路长制、园长制”，加快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持续提升盈利水平、市场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为完成全年各项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截止 2018 年 6 月底，公司总资产为 497.12 亿元，较上年下降 1.0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为 118.74亿元，较上年下降 10.48%。 

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5.9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41%，其中通行费收入 22.0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27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30%。 

运营管理亮点突出。1.通行费管理不断完善。狠抓收费文明服务队伍建设，不断强化收费业

务考核，加强收费与路政、高速交警、监控分中心、地方公安等部门的联勤联动，进一步完善应

对逃漏通行费等不法行为的防范机制。呈现出通行费收入持续增加、文明服务品牌持续深化、解

堵保畅能力持续增强、规范化管理工作水平持续提升的特点。2.机电运维平稳有序。构建机电维

护人员硬性指标考核体系，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坚持以“信息化建设、精细化管理”为重点，打

造集指挥调度，应急监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化运营监管平台。大力整合机电系统功能，转化

应用科技成果。实现通行费支付方式多样化，目前移动支付已基本实现全覆盖。3.路产路权保障

有力。圆满完成 2017-2018 年度冬季恶劣天气及节假日期间的道路保通任务，积极开展道路保通

工作,维护公司路产权益。4.路桥管养不断优化。圆满完成 2017-2018年冬季除雪保通工作。完成

水毁隐患排查，主汛期前完成水毁隐患修复工作；落实防汛机械物资储备，加强抢险队伍建设。

5.服务区管理进一步加强。加强对服务区中餐、超市、客房等项目的招商管理，加大互联网+智慧

型服务区的基础建设进度，积极推进基础设施改造，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6.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目前各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均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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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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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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