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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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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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交通 60118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  琦 吴丽杰 

电话 0451-51688007 0451-51688007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

第五大道168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

第五大道1688号 

电子信箱 htdc@hljjt.com htdc@hlj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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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682,710.78 5,126,538,562.15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14,914,415.59 4,218,956,876.59 2.2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758,701.02 159,859,773.94 98.77 

营业收入 332,517,531.54 323,255,384.45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826,726.61 161,743,465.11 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289,645.80 179,462,756.61 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3.95 增加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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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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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3.48 440,482,178 0 无 0 

黑龙江元龙景运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69 246,000,000 0 质押 246,000,00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2 217,396,393 0 无 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14,800,048 0 无 0 

李惠珍 境内自然人 0.31 4,096,886 0 无 0 

李秀华 境内自然人 0.18 2,316,5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16 2,102,600 0 无 0 

季影 境内自然人 0.16 2,062,900 0 无 0 

上海世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4 1,869,900 0 无 0 

王建华 境内自然人 0.14 1,85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龙高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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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股东元龙景运与第四大股东穗甬控股为一致行

动人，第三大股东招商公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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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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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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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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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顺应经济发展态势，扎实推进各项经营举措，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的经营任务。公司

实现总资产 5,365,682,710.78元，同比增长 4.66%，营业收入 332,517,531.54元，同比增长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826,726.61 元，同比增长 15.51%，每股收益 0.14 元，同比增

长 16.67%，净资产收益率 4.33，增长 0.38 个百分点。 

1.深耕主业，通行费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收费经营目标，梳理收费

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共实现通行费收入 183,993,558.26元，同比增长 4.13%。

继续做好公路养护工作，以“保通、保畅、保安全”为工作目标，做好日常路面的养护管理，针

对灾害天气采取应急预案，确保哈大路的畅通安全。 

2.多元化项目运行平稳。公司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推进多元化项目的健康发展。

子公司龙运现代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080.92 万元，子公司信通房地产运行良好，销售顺利，上半

年共销售住宅 97 套，洋房车位 3 个，成交面积为 8,953.79平方米，成交总价款为 1.92 亿元。参

股公司龙江银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89,965.33 万元，按照权益法合并净利润 7,170.24万元，对报

告期公司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3.其他重要事项。2019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无偿划转的提示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简称“龙高集团”）管理关系及资产无偿划转至黑龙江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变更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 年 7 月 5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7月 9 日，公司发布《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2019 年 7月 1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通知书>的公告》。2019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发布《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延期

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交投集团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之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本次交投集团要约收购义务豁免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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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