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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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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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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 1,251,643 千

元，本公司按香港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年度利润为人民币 1,239,823 千元。因本

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额已达到总股本的 50%以上，故本年度不再提取。按中国会

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1,251,643 千元和人

民币 1,239,823 千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以境内外会计准则分别计算的可供股东

分配利润中孰低数为基础进行分配。因此，2019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1,239,823 千元。公司建议以公司总股本 1,658,61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股息

人民币 2.3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人民币 381,480.30 千元。本年度，本公司不实施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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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通高速 600012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安徽皖通 099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汇慧 丁瑜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520号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520号 

电话 0551-65338697 0551-63738923、63738922、

63738989 

电子信箱 wtgs@anhui-expressway.net wtgs@anhui-expressway.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于 1996 年 8 月 15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注册成立，是中国第一家在

香港上市的公路公司，亦为安徽省内唯一的公路类上市公司。1996 年 11 月 13 日本公

司发行的 4.9301 亿股 H 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2003 年 1 月 7 日本公司

发行的 2.5 亿股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总股

本为 1,658,61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安徽省境内的部分收费公路。公司

通过投资建设、收购或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获得经营性公路资产，为过往车辆提供通

行服务，按照收费标准收取车辆通行费，并对运营公路进行养护维修和安全维护。收

费公路是周期长、规模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资金密集型特点，投资回收期长，收

益相对比较稳定。 

本公司拥有合宁高速公路（G40 沪陕高速合宁段）、205 国道天长段新线、高界

高速公路（G50 沪渝高速高界段）、宣广高速公路（G50 沪渝高速宣广段）、广祠高

速公路（G50 沪渝高速广祠段）、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连霍公路安徽段（G30 连霍

高速安徽段）和宁宣杭高速公路等位于安徽省境内的收费公路全部或部分权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拥有的营运公路里程已达 557 公里，总资产约人民币

15,920,012 千元。此外，因高速公路呈网络运营的特点，本公司还为安徽交控集团及

其子公司提供部分路段的委托代管服务（包含收费管理、养护管理、信息及机电技术

管理、路产安全管理等），截至目前代管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707 公里。 



此外，本集团还积极探索及尝试高速公路沿线广告业务、类金融业务以及基金投

资业务等，以进一步拓展盈利空间并实现集团的可持续性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5,920,011,667.90 14,780,287,813.81 7.71 14,176,003,506.16 

营业收入 2,946,420,820.29 2,966,948,529.24 -0.69 2,861,411,105.0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97,546,191.64 1,123,042,225.39 -2.27 1,091,343,092.2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84,806,943.04 1,120,711,864.99 -3.20 1,101,477,260.5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737,909,003.94 10,069,996,981.61 6.63 9,379,097,885.8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22,702,104.07 1,807,617,059.70 0.83 1,882,799,767.7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6617 0.6771 -2.27 0.6580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6617 0.6771 -2.27 0.6580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0.58 11.56 减少0.98个

百分点 

12.1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49,910,855.39 717,590,250.69 762,277,103.12 716,642,61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89,033,267.30 258,842,401.25 297,664,095.55 252,006,42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88,584,560.41 258,432,081.44 296,987,882.84 240,802,41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96,154,226.07 439,351,356.56 530,057,611.41 357,138,910.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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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0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82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524,644,220 31.63 0 无   国家 

HKSCC 

NOMINEES 

LIMITED 

-72,000 488,955,899 29.48 0 未知   境外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0 404,191,501 24.37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3,470,516 19,066,910 1.15 0 无   其他 

丁秀玲 0 5,411,435 0.3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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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901 4,425,701 0.27 0 无   其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

495,975 4,001,556 0.24 0 无   其他 



券投资基金 

廖晖 2,749,200 2,749,200 0.1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钦建华 854,637 2,276,437 0.1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六组合 

1,999,901 1,999,901 0.12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表中国有股股东及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注：1、截止报告期末，A 股股东总数为 29,948 户，H 股股东总数为 67 户。 

2、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A 股股东总数为 28,761 户，H 股股东总数为 67

户。 

3、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本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46,421 千元

（2018 年：2,966,949 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0.69%；利润总额人民币 1,560,167 千

元（2018 年：1,547,540 千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82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人民币 1,097,546 千元（2018 年：1,123,042 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27%；基本每

股收益人民币 0.6617 元（2018 年：0.6771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27%。 

    按照香港会计准则，本集团共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4,640,431 千元（2018 年：

3,875,803 千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9.73%；除所得税前盈利为人民币 1,550,142 千元

（2018 年：1,537,528 千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0.82%；本公司权益所有人应占盈利为

人民币 1,089,855 千元（2018 年：1,115,361 千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29%；基本每股

盈利人民币 0.6571 元（2018 年：0.6725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29%。营业额增长的

主要原因系建造合同收入增长。 

 

收费公路业绩综述  



报告期内，本集团共实现通行费收入人民币 2,752,083 千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2.15%。  

经济发展、政策减免、路网影响等原因依然是影响本集团通行费收入的主要因素。  

2019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990,86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

2019年安徽省全省生产总值达人民币37,1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5%。  

此外，2016 年 7 月 12 日起持安徽交通卡的货运车辆通行我省高速公路开始享受

85 折优惠政策，该政策持续吸引部分货车选择高速公路行驶。2018 年 10 月，安徽省

交通运输厅下发《关于调整货运车辆通行费优惠期限的通知》,该优惠政策截止时间由

原 2019 年 7 月 11 日延长至 2020 年底。  

报告期内，各项政策性减免措施继续执行，本集团各项减免金额继续快速增长。

减免金额共计人民币 10.02 亿元(2018 年：9.27 亿元），同比增长 8.09%。其中：  

绿色通道减免约人民币 4.37 亿元（2018 年：4.54 亿元），同比下降 3.74%，减免

车辆达 126.87 万辆；  

节假日减免人民币 2.67 亿元（2018 年：2.45 亿元），同比增长 8.98%，减免车辆

达 609.6 万辆； 

安徽交通卡优惠减免人民币 2.75 亿元（2018 年：2.04 亿元），同比增长 34.80%。

其中，货车安徽交通卡优惠减免 2.07 亿元，占安徽交通卡优惠减免总额的 75.27%，

同比增长 15.64%。 

其他政策性减免约人民币 0.23 亿元（2018 年：0.24 亿元），同比下降 4.17%。 

 

此外，收费公路的营运表现，还受到周边竞争性或协同性路网变化、相连或平行

道路改扩建等因素的影响。具体到各个公路项目，影响情况不同。 

 

项目 
权益 

比例 

折算全程日均车流量（架次） 通行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 

合宁高速公路 100% 24,308 24,876 -2.28 843,864 888,218 -4.99 

205 国道天长段新线 100% 6,921 5,987 15.60 87,128 75,309 15.69 

高界高速公路 100% 18,053 17,133 5.37 716,249 684,742 4.60 

宣广高速公路 55.47% 26,221 25,341 3.47 547,359 544,842 0.46 



连霍高速公路安徽段 100% 16,523 14,682 12.54 291,486 264,128 10.36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 100% 35,822 34,568 3.63 106,802 108,037 -1.14 

广祠高速公路 55.47% 29,584 27,361 8.12 110,610 99,723 10.92 

宁宣杭高速公路 51% 4,988 3,944 26.47 132,748 111,513 19.04 

 

项目 
权益 

比例 

客货车比例 每公里日通行费收入（人民币元） 

2019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 

合宁高速公路 100% 75:25 75:25 17,253 18,160 -4.99 

205 国道天长段新线 100% 22:78 21:79 7,957 6,878 15.69 

高界高速公路 100% 58:42 59:41 17,839 17,055 4.60 

宣广高速公路 55.47% 73:27 74:26 17,853 17,770 0.46 

连霍高速公路安徽段 100% 67:33 68:32 14,789 13,401 10.36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 100% 83:17 81:19 20,901 21,142 -1.14 

广祠高速公路 55.47% 76:24 78:22 21,646 19,515 10.92 

宁宣杭高速公路 51% 76:24 80:20 3,114 2,616 19.04 

注： 

1、以上车流量数据不包含节假日免收的小型客车数据。 

2、以上通行费收入数据为含税数据。 

 

合宁高速公路 

报告期内，继续受合宁高速公路「四改八」工程施工影响，部分出行人员选择铁

路或其他道路通行，致使往返南京及周边城市车辆行驶路线由原来的合宁高速改为从

合巢芜高速、马芜高速通行。此外，滁淮高速通车后，形成了高速公路新环网，对合

宁高速车流量也起到一定分流影响。随着四改八扩建工程结束，车流量及通行费收入

逐步呈现回升趋势，报告期内，合宁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比下降2.28%，通行费收入同

比下降4.99%。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 

宿扬高速天长段开通以来，对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造成持续分流影响；受并行的

205国道拆除两座收费站影响，货车分流明显。受此影响，报告期内宁淮高速车流量

同比增长3.63%，通行费收入同比下降1.14%。 



    205 国道天长段新线 

与205国道收费站相邻的潘家花园收费站、三河收费站分别于2018年6月1日、2019

年1月31日先后停止收费，沿线客车及过境货车回流至205国道天长段。报告期内205

国道天长段车流量同比增长15.60%，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15.69%。 

连霍高速公路安徽段 

2019 年上半年，受地方区域建设持续升温影响，连霍高速公路安徽段货车流量增

长较快，导致上半年该路段收入整体增幅较为明显，达 27.61%；随着下半年国家对

企业环保监管要求的提高，生产需要的材料大部分转从山东运输，货车流量下降较为

明显。报告期内，连霍高速安徽段车流量同比增长 12.54%，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

10.36%。 

高界高速公路、广祠高速公路 

受铜南宣高速公路通车持续影响，使宣广高速公路、宁宣杭高速公路与沿江高速

公路贯通，吸引浙江、江苏等地部分车辆选择进入我省南下至武汉、广州等地。对高

界高速、宣广高速、广祠高速、宁宣杭高速产生利好。受此影响，报告期内高界高速

公路车流量同比增长 5.37%，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 4.60%。广祠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比

增长 8.12%，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 10.92%。 

宣广高速公路 

报告期内，因周边县道升级改造后通车，对宣广高速部分路段造成较大分流影响；

宣广高速公路辖区高速交警对宣广高速进行流量控制，在部分时段对除皖浙主线外的

所有收费站入口实施货车禁行，对宣广高速公路货车流量造成直接影响。受以上因素

影响，报告期内宣广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比增长 3.47%，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 0.46%。 

宁宣杭高速公路 

宁宣杭高速公路作为新通车路段依旧处于高速增长期，报告期内车流量同比增长

26.47%，通行费收入同比增长 19.04%。 

 

典当业务业绩综述 

 

2012 年 6 月，本公司与华泰集团共同设立合肥皖通典当有限公司。其中本公司出

资人民币 15,0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1.43%；华泰集团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28.57%。2015 年两家股东同比例减资人民币 5,250 万元，皖通典当

注册资本现为人民币 15,750 万元。 

报告期内，皖通典当在紧抓不良项目清收工作的同时稳健推进个人房产抵押贷款

业务，共计收到清收相关款项人民币 533.41 万元，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业务实际发放项

目 34 笔，累计放款人民币 3,849.00 万元，所有新办理的在当项目全部按时付息，无

重大风险信号。 

    报告期内，皖通典当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人民币 433.77 万元，核销减值

准备人民币 2,328.61 万元，累计计提人民币 1 亿元（2018 年：1.26 亿元）；报告期内，

皖通典当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22.5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92.87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盈利人民币 249.47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并于2019年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以下简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准则”)，本集团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

表。新租赁准则、修订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及债务重组准则对本集团及本公

司报表无重大影响，其他修订对本集团及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2018 年 1 月 1



日 日 

本集团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账款和应

付票据项目。 

法定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29,705,853.96 

-629,705,853.96 

765,351,783.89 

-765,351,783.89 

本集团将应收

利息自其他应

收款重分类至

货币资金。 

法定 货币资金 

其他应收款 

12,827,993.23 

-12,827,993.23 

8,313,003.42 

-8,313,003.42 

本集团将应付

利息自其他应

付款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法定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其他应付款 

 

6,169,269.36 

 

-6,169,269.36 

4,408,638.83 

 

-4,408,638.83 

 

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

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

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 月 1

日 

本公司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

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账款和应

付票据项目。 

法定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55,868,186.94 

-255,868,186.94 

285,005,631.13 

-285,005,631.13 

本公司将应收

利息自其他应

收款重分类至

货币资金及一

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法定 货币资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应收款 

12,827,993.23 

22,233,721.96 

 

-35,061,715.19 

8,313,003.42 

21,799,092.66 

 

-30,112,096.08 

本公司将应付

利息自其他应

付款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法定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其他应付款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适用√不适用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