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828                          证券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20-033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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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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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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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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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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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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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408,347.35 790,253,408.52 -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0,120,813.46 554,883,055.75 -4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04,679,399.71 549,981,195.55 -44.60%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44,791,934.61 923,052,246.68 143.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80 0.5338 -42.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80 0.5338 -42.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8.26% 下降 3.9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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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5,885,254.62 11,800,822,801.32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236,686,966.34 7,238,939,534.7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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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32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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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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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1%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633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88% 9,178,945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79% 8,175,969    

张建强 境内自然人 0.47% 4,929,6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0.41% 4,2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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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理财产品 0.35% 3,659,683    

刘巧华 境内自然人 0.26% 2,700,000  质押 2,700,000 

珠海中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24% 2,482,9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东莞交投

的下属企业，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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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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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8,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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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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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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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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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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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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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在本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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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为全面夺取

疫情攻坚战胜利和服务好“六稳”及“六保”工作，积极履行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在高速公路业务方面，公司全力落实交

通运输部出台的疫情期间免收通行费等政策，确保“免收费不免服务不免责任”，实现全国 ETC 收费系统的平稳过度与安全

运行。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公司从严从实抓防疫，确保及时有序促生产，大力推进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的建设，消除

疫情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在新能源充电服务领域，东能公司、康亿创公司组织筹划抗疫情运营方案，最大限度满足公共交通、

社会车辆的充电需求，同时积极推进新建充电站项目，完善充电网络，目前已建设充电站 38 座，充电桩 600 台。在金融业

务领域，融通租赁、宏通保理出台疫情期间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实体企业复工复产，并积极开展落实业务风险监测与防

控，有效控制业务信用风险。 

报告期，公司紧紧围绕“产融双驱”的发展战略推动各项业务。上半年，受免收通行费政策影响，公司所属高速公路实

现收费车流量 1241.75 万辆，同比下降 51.90%（以上车流量统计口径为公司各收费站出口统计数据，未经广东联合电子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拆分），实现通行费收入 2.78 亿元，同比下降 55.16%。在新能源充电服务领域，东能公司和参股的康亿创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8,118.49 万元，同比增长 225.37%；实现净利润 999.80 万元，同比增长 1489.95%。在金融业务领域，

根据银保监会关于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的监管规定，公司进一步规范业务，提前收回部分大额项目，融通租赁、宏通保

理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 8,312.1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11%。在股权投资方面，东莞证券受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及融资融

券业务增长等影响，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达 0.7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6.60%；虎门大桥公司受车辆限行和免收通行费政

策影响，实现净利润 3,705 万元，大幅下降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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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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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

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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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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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2020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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