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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0-61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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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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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公路 股票代码 0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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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新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号招商局大厦 31层 

电话 010-56529000 

电子信箱 cmexpressway@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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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188,282.20 3,687,931,591.29 -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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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1,507,382.77 2,301,220,809.01 -1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2,494,065.22 2,257,630,502.67 -12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5,610,684.64 1,443,504,150.90 -7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1 0.3725 -11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9 0.3420 -11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4.96%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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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0,101,097.00 90,913,208,561.92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168,012,016.34 49,442,131,558.99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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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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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65% 4,241,425,880 4,241,425,880   

四川交投产融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37% 393,700,787 393,700,787 质押 196,850,000 

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重庆中新壹

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6.37% 393,700,787 393,700,78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其他 3.73% 230,314,961 230,314,961   

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路公

司 
国有法人 2.90% 179,184,167 0   

民信（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2% 131,233,595 131,233,59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深 

其他 1.59% 98,425,197 98,425,197   

北京首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49% 92,046,661 0   

芜湖信石天路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65,616,797 65,616,79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9L-FH001深 

其他 0.64% 39,370,079 39,37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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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深

以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9L-FH001深

构成一致行动人外，前 10名中的其他股东未发现存在关联关系或

构成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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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7招路 01 112562 2017年 08月 07日 2022年 08月 07日 200,000 4.78%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7招路 02 112563 2017年 08月 07日 2027年 08月 07日 100,000 4.98%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8招路 01 112734 2018年 07月 18日 2021年 07月 18日 300,000 4.5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

公司债券（第一期） 

20招路 D1 149144 2020年 07月 17日 2020年 12月 13日 120,000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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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3.66% 40.67% 2.9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84 7.21 -74.48%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人民群众的健康、社会经济活动带来重大冲击。

受疫情影响，民众的出行意愿降低，部分地区暂停省际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因复工延迟，整

体影响高速公路行业上游的需求端。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有效防控疫情，交通运输部两次

延长小客车免收通行费的时限，并发布了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通知，免费时间从2月17

日0时至5月6日0时，在此期间，高速公路行业为防控保畅、复工复产做出了突出贡献。招商

公路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在招商局集团和公司董事会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严格履行社会

责任，冷静应对，积极进取，干劲十足，化危为机，坚决执行“一断三不断”、“三不一优

先”政策，全力做好防疫保畅，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进行人车筛查、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公司整体运营情况稳定、高效。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9,341,010万元，比上年末增长2.7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4,816,801万元，比上年末减少2.58%。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9,919

万元，同比下降37.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151万元，同比下降110.49%；每

股收益-0.0391元，同比下降110.4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37,561万元，同比下降

73.9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0.49%，同比减少5.4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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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号），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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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对于其他在境内上市的企业，

自2020年1月1日期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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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应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

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

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

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

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该准则的实施预计

不会导致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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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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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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