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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A、 粤高速B                    公告编号：2018-029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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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股票代码 000429、2004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汉明 梁继荣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 号利

通广场 46 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

广场 45 层 

电话 020-29004619 020-29004523 

电子信箱 Hmy69@126.com 139221590@qq.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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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864,145.14 1,440,222,563.74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9,002,246.98 892,848,012.53 -1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52,917,711.53 641,933,600.43 1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7,279,588.10 1,022,392,235.37 -20.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3 -1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3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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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0% 10.55%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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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7,983,183.17 16,523,315,093.72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74,276,291.67 9,023,071,118.45 -3.8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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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56,6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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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22,59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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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14,381,528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3,201,086    

PRUSIK UMBRELLA 

UCITS FUND PLC 
境外法人 0.62% 12,99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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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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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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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本公司属基础设施行业，主营高速公路和特大桥梁的商业开发和经营，是广东省开发高速公路和特大桥梁的主要机构之

一。2018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扎实做好各项工作。2018年上半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5.36亿元，

同比增长6.64%，完成年度计划的47.60%；营业成本5.34亿元，同比持平，完成年度计划的40.27%。 

报告期内，公司参、控股的高速公路车流量和通行费收入情况如下： 

  2018年上半年车流量

（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8年上半年通行

费收入（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广佛高速公路 2,953.85 1.50% 22,523.45 13.30% 

佛开高速公路 3,281.51 17.32% 63,859.17 8.37%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 3,642.16 2.99% 63,529.98 2.40% 

惠盐高速公路 2,046.44 11.95% 12,174.57 9.14% 

广惠高速公路 2,783.87 10.83% 86,784.97 2.54% 

粤肇高速公路 1,454.50 7.42% 26,279.69 7.14% 

江中高速公路 2,574.42 2.84% 22,967.71 5.92% 

广乐高速公路 1,151.82 18.54% 152,842.70 6.41% 

康大高速公路 127.01 0.02% 11,305.54 -6.73% 

赣康高速公路 187.22 35.72% 7,677.39 18.87% 

总体情况：报告期内，广东省各参、控股高速公路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车流量和通行费收入同比上升；江西省两条

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加，通行费收入各有升降。 

1、广佛高速公路，受佛山一环实施限行货车影响，货车通行数量同比增加，因此通行费收入增幅高于车流量增幅； 

2、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2017年9月国道洪奇沥大桥恢复通车，受此影响，车流量和通行费收入同比增幅较小； 

3、康大高速公路，受323国道大余段改造工程结束，分流了部分货车，通行费收入有所下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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