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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20-029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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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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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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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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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316,832.61 6,634,316,925.65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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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012,916.67 601,782,841.41 -7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0,150,872.50 581,754,875.82 -8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6,412,402.96 331,316,217.52 110.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88 0.3964 -75.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88 0.3964 -7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6.26%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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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38,705,950.37 35,548,487,463.24 3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84,037,799.24 10,100,607,765.3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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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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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 122,050,565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2% 54,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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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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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7% 13,157,404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9% 11,963,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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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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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 54,9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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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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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57.76亿元，同比下降14.21%。利润总额2.17亿元，同比下降

7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亿元，同比下降75.07%。资产总额470.39亿元，同

比增长32.32%，净资产收益率1.48%，同比下降4.78个百分点。 

（一）主业经营稳步推进。 

报告期，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全国联网新旧系统转换磨合、货车收费优惠幅度调整

等因素影响，主营业务收入企稳回升。一是以卓越绩效管理和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重点考

核车道综合监测正常率、门架综合监测正常率、软件更新及时率等联网收费关键指标，积极

开展岗位业务培训，实现文明促收、保畅保收、堵漏增收、路网争收、科技督收，实征率稳

居全省高速公路前列。二是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检查，深入开

展“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规范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继续加大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推进公司系统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工作，

实现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双零”目标。三是通过优化ETC车道、ETC门架、清分结算系统和发

行等系统功能实现点亮费显和系统优化，分段计（收）费模式调整为一次性汇总收费模式，

确保“一次行程、一个账单、一次扣费、一次告知”，系统磨合期出现的突出问题基本解决。

四是继续做强做优做大主业。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竞购长韶娄高速公路公司100%股权。 

（二） “两翼”板块拓展升级。 

免费政策的实施对高速公路主业经营影响较大。对此，公司充分挖掘“两翼”潜能。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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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脱虚向实”，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实业投资实现战略协同。大有期货推进产融结合、

期现结合、投研一体,帮助实体企业化解经营困局。大商所湖南保险+期货生猪饲料成本项目

取得关键节点突破，成为湖南唯一获得“全国生猪产业风险管理高峰论坛”协办资格的期货公

司；与岳阳巴陵农商行积极探索“保险+期货+订单农业+农商银行”模式，助力乡村振兴和中小

微企业发展。现代财富做优做精贸易金融，丰富国际贸易业务品种，拓展融资租赁、保理业

务，延伸产业链。现代环投重点突破医废、危废领域，做大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市场，创新“公

路+环保”商业模式，从构建美丽服务区着手，开展污水处理及水循环利用、固废处理以及循

环利用、生态服务等高速公路环保业务，上半年获得“2020年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十佳企业”、

“湖南省环保先进技术示范工程”。现代资产大力发展路衍产业，进一步提高服务区及路衍广

告效益。现代凯莱酒店打造“安心客房”、“安心餐饮”，推出无接触式服务,被市饮食安全协会

评选为“支持抗击新冠疫情最佳风尚奖”餐饮单位和“食品安全管理优秀餐饮门店”。 

（三）降本增效效果显著。 

针对实施免费政策导致经营现金流入大幅缩减的变化情况，积极与银行沟通，争取下调

存量贷款利率及新增复工复产优惠贷款。成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9亿元，利率为近三年同级次

发行成本最低。同时，深化全面预算管理，全面压降管理成本，强化全员节能降耗意识。实

行分公司模拟利润考核，促使分公司开源节流。 

（四）改革创新不断深化。 

一是完善薪酬激励制度，加强分子公司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实行预算动态监控制度，提

高薪酬管理对公司战略发展的服务质量。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实行差异化薪酬，加大关键人

才激励。二是改革人事管理体制，通过科学调整优化组织架构，健全管理人员选拔任用机制，

达到了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目标。三是优化卓越绩效管理，

关注效率，运用“制度建设年”成果，建立精干效率类指标，重点关注执行效率和资源利用效

率。四是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现代收易员工持股试点，逐步在风险管理子公司推广。 

（五）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完善分子公司议事规则和子公司章程，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和需要

解决的问题，提升站位、对标对表、精准发力，重点开展好党建强基提能专项行动。落实“第

一议题”学习制度，始终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公司业务同部署同落实，与省内主流媒体加强

合作交流，围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春运保畅等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推出形式多样的重大

主题报道。 

（六）疫情防控积极作为。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国企担当，疫情期间公司所属路段免征车辆通行费。分公

司落实“一断三不断”、“三不一优先”要求，不分昼夜保证路网安全畅通和防疫物资运输。大

有期货利用场外期权设计专属产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岳阳巴陵农商行重点保障春耕生产和

疫情防控企业金融需求。现代环投安全有序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和医疗废弃物。现代资产加强

服务区、写字楼、住宅区疫情防控。疫情期间，现代凯莱被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树立为“近学

现代凯莱，远学北京旅协”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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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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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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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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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收购湖南长韶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导致合并范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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