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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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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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20,677,317.49 50,147,838,115.17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18,341,306.92 11,117,210,976.08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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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17,679.62 2,029,881,195.72 -1.05 

营业收入 3,269,350,264.36 2,703,532,542.18 2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8,766,971.14 609,058,846.18 4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12,875,960.91 610,434,786.82 3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5 3.56 增加4.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82 0.1833 8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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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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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12,089,132 0 无 0 

邹长铃 境内自然人 0.28 6,394,8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上证红利低波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6 5,910,800 

0 无 0 

奚  标 境内自然人 0.19 4,275,400 0 无 0 

施宝健 境内自然人 0.18 4,120,827 0 无 0 

杨明月 境内自然人 0.18 4,036,600 0 无 0 

孙建俊 境内自然人 0.16 3,640,780 0 无 0 

蒋  蕊 境内自然人 0.13 3,01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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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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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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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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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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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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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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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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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9.82 77.64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3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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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以来，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围

绕全年重点工作，团结拼搏，开拓创新，克难攻坚，务实重干，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

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69亿元，其中实现

通行费收入 25.7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84%。 

运营管理成效显著。1.收费管理规范有序。认真落实河南省高速公路两个地方标准，进一步

规范收费服务行为及操作流程；启动中原高速收费综合信息系统建设；深入开展“百日飓风”专

项行动，重点治理客车“大车小标”等逃漏费行为；郑开分公司在金明服务区建立绿色通道验货

站，每辆绿通车辆验货时间由原来的十五分钟缩短到五分钟。2.机电运维高效运行。加快各重点

专项工程的推进；加强机电维护、限时修复、运营监管等业务。郑州分公司始祖山隧道机电设施

综合管控平台被写进 2019 年度重点隧道国检报告。3.道路环境安全畅通。印发了《中原高速实施

路产管理工作专项考核的通知》；开通了路产赔（补）偿电子支付功能；完成了恶劣天气、节假日、

拜祖大典等重大活动期间的安全保通任务；郑州分公司岐伯山收费站打造了全国首创入口治超不

停车系统、全国首例入口治超 AR 实景指挥系统。4.路桥状况不断改善。持续开展高速公路大气污

染防治及扬尘污染治理专项工作；在主汛期前完成了水毁隐患修复，确保安全度汛。积极开展路

桥专项处治，优化设计方案，全面提升了路桥技术状况和路容路貌。平顶山分公司使用无人机开

启了养护巡察“天眼”模式。5.服务区业务平稳推进。改善硬件设施，提升了服务区整体形象；

航空港服务区对超市实现扫码功能，推出了绿城通刷卡消费。6.多元经营增收创效。加强对控股

子公司的管控，开展子公司风险防控专项审计，目前，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经营稳健、运行平稳。

7.融资渠道不断拓展。制定详细的融资方案，确保资金的及时到位和到期贷款的顺利置换；立足

精准融资，缩短资金滞留时间，减少存量资金，降低财务费用；与金融机构充分沟通，抓住低利

率窗口期融资，确保公司借款利率为行业同期最低。8.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目前各项目的竣工验

收工作均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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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

政策及会计估计 30.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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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