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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8                    证券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0-01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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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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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516,99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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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0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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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军 周晓敏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

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浮竹山佛岭水库路侧

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电话 0769-22083320 0769-22083320 

电子信箱 lxj@dgholdings.cn zxm@dgholdings.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坚持“产融双驱”的发展战略，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产业、金融投资管理业务。报告期，两业务板块

协同发展，在交通基础设施产业板块，公司以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为基石，介入城市轨道交通业务领域，并积极布局新能源汽

车充电业务；在金融投资管理业务板块，公司深耕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业务，并支持东莞证券、东莞信托的业务的开展。 

1、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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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的莞深高速分公司从事该业务，运营管理的高速公路全部处于东莞市境内，具体包括莞深高速一二期、三期东

城段及龙林高速，并受托管理莞深高速三期石碣段，收费经营期均为 25 年（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总里程约 61.26 公里。

莞深高速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系广东省珠三角环线高速（G94）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连接广州、东莞与深圳的重要快

速通道，是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 

2、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报告期，公司投资新设子公司—一号线建设公司，一号线建设公司从事轨道交通 1 号线的投资、建设、经营。轨道交通

1 号线项目建成后，将与现已通车的 2 号线接驳换乘，并与穗莞深城际、佛莞惠城际接驳换乘，共同构成东莞市域轨道交通

网络，增加轨道交通的影响及辐射范围和强度。 

3、金融投资管理业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融通租赁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控股子公司—宏通保理公司从事商业保理业务，两公司大力拓展

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新能源、教育、医疗等业务领域，围绕各自产品特点，积极服务东莞及珠三角区域实体企业。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1、高速公路行业 

公路运输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客货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高速公路所占比重达

到约 3%。近十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里程复合增长率达 7.5%，且行业正逐步向信息化、智慧化和便捷化的方向发展，行业发

展态势良好。行业内上市公司所属高速公路大部分属于行业的成熟阶段，具有稳定的现金流。但受高速公路行业收费期限固

定、车流量饱和等因素影响，行业内上市公司一方面进行高速公路的再投资，如新建路产、收购路产、原有路产改扩建；另

一方面，积极拓展多元化投资，进入其他产业，以提高公司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2、城市轨道交通行业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在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力、缓解城市拥堵、改善城市环境、引

导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和扶持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

加速，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3、融资租赁及商业保理行业 

作为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的融资方式，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具有融资便利、期限灵活等特点，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盘

活企业存量资产与应收账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 年 5 月，商务部下发《关于融资租赁公司、

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已将制定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业务经营和监管规则的职责

划给中国银保监会，自 2018 年 4 月 20 日起，有关职责由中国银保监会履行。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 月，中国银保监会分

别发布《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及《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引导商业保

理、融资租赁公司回归主业，行业将迎来统一监管、规范监管时代，有利于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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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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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639,825,901.01 1,623,520,734.64 1,623,520,734.64 1.00% 1,452,302,261.49 1,452,302,26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1,073,883,467.11 1,048,859,920.97 1,056,112,255.61 1.68% 886,815,931.63 894,068,26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6,524,365.54 835,416,584.46 842,668,919.10 26.57% 882,614,208.14 889,866,54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1,490,560,434.88 2,228,948,846.46 2,228,948,846.46 -33.13% 48,891,244.14 48,891,244.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331 1.0090 1.0160 1.68% 0.8531 0.860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331 1.0090 1.0160 1.68% 0.8531 0.86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56% 17.27% 17.28% 

下降 1.72 个百

分点 
16.46% 16.5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1,800,822,801.32 11,009,361,394.05 11,049,639,828.63 6.80% 10,216,656,228.91 10,249,682,32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元） 
7,238,939,534.78 6,491,953,031.54 6,532,231,466.12 10.82% 5,656,573,511.92 5,689,599,6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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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92,576.49   409,760,832.03   436,415,937.91   413,156,55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5,558,328.88   279,324,726.87   278,535,925.90   240,508,7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3,255,712.30   286,725,483.25   279,670,055.32   236,917,352.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886,542.65   585,165,704.03   665,066,114.33   -97,557,9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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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2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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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1%  434,671,714   -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  259,879,247   -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633   -      31,291,633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9%     9,406,445  -183,300     9,406,445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79%     8,220,051  -     8,220,0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     7,284,955  4,746,550      7,284,955    

张建强 境内自然人 0.42%     4,321,800  1,571,735      4,321,8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0.41%     4,313,118  764,729      4,313,118    

梁伟 境内自然人 0.41%     4,309,300  -271,900      4,309,30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

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0.31%     3,262,283  1,510,100        3,262,283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莞交投、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4,671,714  人民币普通股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259,879,247  人民币普通股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31,291,633  人民币普通股 31,291,633 

袁仰龙     9,406,445  人民币普通股 9,406,445 

孔凡强     8,220,051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284,955  人民币普通股 7,284,955 

张建强     4,321,800  人民币普通股 4,321,800 

叶冠军     4,313,118  人民币普通股 4,313,118 

梁伟     4,3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9,30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2,283  人民币普通股 3,26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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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即前 10名股东)中东莞交投、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即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 

自然人股东袁仰龙，通过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406,445 股；自然人股东孔凡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220,051 股；自然人股东梁伟，通过平安证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960,000 股；自然人股东叶冠军，通过光大证

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00,029 股；自然人股东张建强，

通过国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6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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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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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不存在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 年，公司在内部经营管理上，继续优化集团管控机制，加强对分子公司在日常业务、安全生产、租赁保理项目评

审等方面的管控，提升管理效能。在重大项目方面，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部的要求，顺利完成所辖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技术

改造专项工程的投资与建设，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顺利接入全国联网收费系统；根据 PPP 项目合同的约定，有序推进一

号线建设公司的设立、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的开工建设，2019 年共完成工程量 3.67 亿元。在主营业务方面，全年高速公路

收费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增长，金融业务稳步开展。2019 年度，公司总体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6.40 亿元，

增幅为 1.00%；净利润 10.75 亿元，增幅为 1.49%。 

（1）拓展资产端业务，支持类金融业务 

报告期，公司继续推进“产融双驱”的发展战略。高速公路板块以保安全、保畅通为核心目标，以技术手段大力推动不

停车快捷收费。2019 年，公司高速公路板块实现通行费收入 13.09 亿元，同比增长 6.73%。公司通过下属东能公司、参股的

康亿创公司，继续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业务，目前两公司已建成 32 个充电站，共实现新能源汽车充电费收入 8,641.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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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融通租赁和宏通保理紧抓业务规范，严控项目风险，继续围绕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新能源、教育、医疗等行

业开展业务，至年底两家公司的业务总规模为 39.88 亿元。 

（2）稳步推进投融资活动 

报告期，公司持有 11.11%股权的虎门大桥公司，受货车和 40 座及以上客车限行政策、南沙大桥及番莞高速通车带来的

路网分流等因素的影响，净利润下降 42.6%。但在持有的金融股权方面，东莞证券受益于证券市场转暖，经营业绩大幅增长；

东莞信托积极发挥主动管理型信托产品特色，大力支持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业绩稳健增长。2019 年，

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2.86 亿元，同比增长 28.74%（扣除 2018 年公司增资东莞信托导致的会计核算差异影响）。 

2019 年，公司以 3.22%的票面利率成功发行 4 亿元超短融，通过“国寿投资-莞深高速债权投资计划”获得首期 4 亿元

资金（注册额度 20 亿元），期限 7 年，利率 4.9%。同时通过定期存款、协定存款、智能存款等途径增加存量资金收益，抵

消融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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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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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行费收入  1,309,384,468.02  910,621,449.3 69.55% 6.73% 10.24% 上升 2.20 个百分点 

租赁业务收入  104,883,780.50  7,6482,927.08 72.92% -34.28% -19.42% 上升 13.45 个百分点 

保理业务收入  182,043,863.56  8,1837,002.76 44.95% -10.01% -6.30% 上升 1.7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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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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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①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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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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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项统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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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准则>）。 

② 公司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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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

求编制财务报表，因此财务报表格式发生变化。 

③ 公司自 2019 年 9 月 19 日起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要

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因此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发生变化。 

会计估计变更 

单位：元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率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固定资产、利润总额  -804,053.50  

对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的路产，根据实际车流量重

新预测剩余收费期的车流量，并调整以后年度每标准

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额。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对高速公路资产折旧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固定资产、利润总额  4,009,9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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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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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新设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45.8081%股权，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8 日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2009 年，公司受让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股

权，投资成本为 376,200,000.00 元。公司对初始投

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进行了摊销，冲减了长期股

权投资和投资收益。该会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造成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盈余

公积、未分配利润等科目列报错误。公司决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差错更正。 

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 

长期股权投资（2018 年 12 月 31 日） 40,278,434.58 

盈余公积（2018 年 12 月 31 日） 4,027,843.45 

未分配利润（2018 年 12 月 31 日） 36,250,591.13 

投资收益（2018 年度） 7,252,334.64 

净利润（2018 年度） 7,252,3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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