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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19-008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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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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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517,828,3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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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投资 股票代码 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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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玉国 罗茜萍 

办公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 号

现代广场写字楼 9 楼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 号

现代广场写字楼 8 楼 

传真 0731-88749811 0731-88749811 

电话 0731-88749889 0731-88749889 

电子信箱 dongban@xdtz.net dongban@xdt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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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一体”指高速公路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公司下辖

长沙、潭耒、怀化3家分公司，经营管理长沙至永安、长沙至湘潭、湘潭至耒阳、溆浦至怀化

高速公路，运营里程338公里。2016年开工建设的怀芷高速公路，起点至罗旧互通段已于2018

年12月31日通车，力争2019年上半年实现全路段通车运营。“两翼” 指金融业和实业投资板块。

“两翼”板块包含大有期货、现代环投、现代财富、现代资产、现代担保、安迅小贷、现代房

产7家子公司和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持有怀化、中方、长沙、湘潭天易、安乡、澧县、祁东

7家农商银行股份。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元） 11,860,994,620.97 10,592,858,420.25 11.97% 9,523,690,19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963,660,333.66 864,932,316.92 11.41% 821,683,14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2,562,139.59 742,278,443.75 22.94% 707,878,19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384,979,469.65 641,517,399.49 271.77% 1,492,041,718.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0.57 10.53%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0.57 10.53%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1% 10.56% 0.25% 11.2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24,707,125,162.97 22,998,026,516.40 7.43% 22,016,578,6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9,301,203,202.54 8,533,393,750.65 9.00% 7,726,457,840.6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79,104,204.37 2,374,226,098.95 4,538,841,021.80 2,868,823,29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2,306,539.34 242,972,756.30 304,994,094.74 163,386,94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994,797.32 238,106,794.00 300,126,159.22 128,784,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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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299,821.77 11,558,024.57 369,927,835.49 1,571,193,787.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

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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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63,993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63,61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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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27.19% 412,666,971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4% 106,867,2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7% 48,180,150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3% 32,281,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6% 20,601,014    

白国义 境内自然人 1.29% 19,526,8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4% 14,300,694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66,034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9% 13,446,7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7% 13,20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和白国义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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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32,281,200 股。白国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19,5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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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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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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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全体员工严格履行“构建现代基础设施，创领现代城镇生活”的使命，按照“做

大交通的引领者、城市综合投资的探索者、产融互动的示范者”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齐心协力推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经营目标全面完成 

2018年，营业收入118.61亿元，同比增长11.97%。利润总额12.34亿元，同比增长13.53 %。

净利润9.56亿元，同比增长12.98 %。资产总额247.07亿元，同比增长7.43 %，净资产收益率

10.81 %。 

（二）公路主业稳中向好 

一是经营路段安全畅通。继续推行预防性、精细化、标准化养护，合理编制预算，保证

所属路段养护水平符合行业标准。不断提高路产保护规范化、协作化水平和车辆救援监管信

息化水平，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车辆救援及时、规范，保证经营路段的安全畅通。

二是收费管理文明高效。坚持保畅保收、堵漏增收、文明促收、监控督收、路网争收，同时

创新收费集中监控模式，实施出口整车式计重设备改造、高清数字升级改造，开展假冒绿色

通道车辆专项整治，克服平行道路分流、货车区段限行等不利影响，通行费收入再创新高，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实征率稳居全省前列。 

（三）现代金融脱虚向实 

大有期货重点开展期货+保险等服务实体经济，新疆棉花基差贸易排名全国同行业第三，

推荐湖南茶油、生猪、辣椒期货品种上市，与省属国企开展风险管理业务，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现代财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期现、跨期、跨市套期保值，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盈利水

平。同时，稳健开展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业务，促进产融结合，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公司参股的7家农商银行加大业务拓展，投资收益较好。 

（四）实业投资转型升级 

现代环投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立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托国省两级技术中心和两个

省级平台，加大科研投入，逐步向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热电联产、固危废处理转型升级。

生活垃圾分类实现突破，开发推广互联网+生活垃圾智能分类回收系统。现代资产抓好路衍产

业运营管理，盘活所属路段管网、广告等资产，挖掘高速公路经营附加值。现代凯莱持续加

大品质管理力度，优化客源结构，在长沙高端酒店中消费者网络评分最高。 

（五）管理改革激发活力 

一是全面推行卓越绩效管理。突出目标导向，加强过程管理，强化绩效考核，层层兑现

目标。二是完成总部三项制度改革。部门正职岗位交流，部门副职竞争上岗，部门和员工实

行双向选择。实行岗位工资制，优化分配结构。三是落实激励机制，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

四是大兴实干之风。深入开展学习新思想、树立新形象、创建新现代主题活动，营造干事创

业氛围，激发全员把握发展机遇、主动应对挑战的精气神。 

（六）瘦身健体稳健经营 

一是压缩非主业投资。二是严控风险。完善风险防控制度，按照“单位覆盖全面，流程覆

盖完整”的目标完善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合规管理，被评为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单位”。三

是实施审计全覆盖。完善审计流程，前移审计关口。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积极开展专项审

计，重点突出工程结算审计、专项费用审计和大型项目跟踪审计。四是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实现了降本增效。五是安全生产抓严抓实。强化安全生产基础性工作，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实现检查监督常态化。 

（七）强化创先争优意识 

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将党建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组织开展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知

识竞赛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一学一树一创”主题活动。通过文明创建、

建家创号、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素质教育、文体活动等方式，不断增强全员的

效率意识、开拓意识和团结意识。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潭耒高速公路

通行费 
1,506,834,777.40 628,296,985.36 58.30% 4.04% 6.0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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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现货

贸易 
8,725,295,391.10 8,651,124,624.21 0.85% 11.90% 11.49% 77.1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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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发生了变更，详见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

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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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了变更，详见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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