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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19-035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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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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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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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勇 董事 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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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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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荣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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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731-88749889 0731-88749889 

电子信箱 dongban@xdtz.net dongban@xdt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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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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316,925.65 4,453,330,303.32 4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01,782,841.41 495,279,295.64 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1,754,875.82 476,101,591.32 22.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1,316,217.52 443,857,846.34 -2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64 0.3263 2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64 0.3263 2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5.64%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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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5,835,290.33 24,707,125,162.97 3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98,474,774.44 9,301,203,202.54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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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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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27.19% 412,666,971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4% 106,867,207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4% 49,2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7% 48,18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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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09% 16,597,588    

白国义 
境内自然

人 
1.07% 16,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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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0,000 股。白国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16,2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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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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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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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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以“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内强管理，外拓市场，严控

风险，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 

报告期，公司完成营业收入66.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8.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6.0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50%；净资产收益率6.26%，比上年同期增加0.62个百分点；

每股收益0.39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48%。 

（一）主业稳健经营 

各分公司通过开展文明优质服务点评交流、“一学一树一创”主题活动之卓越绩效考核方

案“大比拼”竞赛等活动，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分公司坚持保畅保收、堵

漏增收、文明促收、监控督收、路网争收，实现了通行费收入的稳步增长。为确保公司所属

路段的安全畅通，各分公司在道路养护上全面实施预防性养护和精细化养护。同时，进一步

完善应急救援服务水平。怀芷高速公路建设坚持“无缝隙管理、全过程管理、高精准管理、省

投资管理”，严格目标考核，强化监理职责，力争年内通车。 

（二）两翼积极拓展 

大有期货经纪业务稳定增长；风险管理业务立足于做优做精，深入推进基差贸易服务，

玉米、棉花、橡胶等产业链风险管理业务；积极拓展新品种红枣、生猪产业链；积极开拓场

外衍生品市场，推进做市商业务。现代财富同步推进有色、能化、黑色、农产品等四大板块

业务，重点开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业务。现代环投的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业务、生物质发

电业务、垃圾焚烧发电业务齐头并进，新设智能垃圾分类公司—“湖南现代收易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互联网+共享”智能垃圾分类系统将全面应用于长沙市直党政机关。巴陵农商行全力

推进存贷业务，创新业务产品，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筑牢风控防线。现代资产积极拓展

路衍产业，进一步规范昭山服务区管理。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各子公司之间积极推

进业务协同，探索多种合作模式。 

 （三）提升内部管理 

深入开展全面预算管理，以公司战略为引领，优化资源配置；以预算为抓手，加强资金、

资产、成本费用等的事前、事中控制及事后监督考核，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成本控制水平。

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年轻化、高学历、高职称员工，优化人才结构。 

（四）强化合规经营 

 加强合规经营，防范违纪违法违规风险。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推行合同履行人责任制，

严格合同管理流程。同时，按照业务板块进一步细分专业化律师服务团队，加强业务咨询的

专业性及时性。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风险防控，开展全面风险排查，结合经营管理关键薄弱

环节，确定重大风险防控点。全面开展“制度建设年”活动，对制度进行全面梳理，建立健全

各项规章制度。通过现场指导、抽查等方式，对各经营环节开展内控测评，针对缺陷制定整

改措施，并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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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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

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则执行以上会计政策。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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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

名称 

股权取得

时点 

股权取得

成本 

股权取得

比例 

股权取得

方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

确定依据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收

入 

购买日至

期末被购

买方的净

利润 

湖南岳阳

巴陵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01

月02日 

668,358,1

47.59 

51.00% 现金支付 2019年01

月02日 

中国银保

监会批复

开业日 

110,343,4

62.86 

15,291,88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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