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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21-018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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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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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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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828,334 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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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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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31-88749811 0731-88749811 

电话 0731-88749889 0731-8874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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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dongban@xdtz.net dongban@xdtz.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形成了“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一体”指高速公路为主的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运营。公司下辖长沙、潭耒、怀化分公司、子公司湖南长韶娄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湖南省怀芷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长沙至永安、长沙至湘潭、湘潭至耒阳、溆浦至怀化、怀化至芷江、长沙至韶

山至娄底高速公路，运营里程512公里。“两翼”指金融业和实业投资板块。“两翼”

板块包含大有期货、现代环投、现代财富、现代资产、现代担保、安迅小贷、

现代房产和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控股岳阳巴陵农商银行，参股怀化、中方、

长沙、湘潭天易、安乡、澧县、祁东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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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元） 14,030,665,698.79 12,324,895,542.98 13.84% 11,860,994,62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524,892,686.00 976,214,511.86 -46.23% 963,660,33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47,713,674.68 906,686,076.64 -50.62% 912,562,13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337,925,700.19 4,082,297,939.35 -108.28% 2,384,979,469.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4 -45.31% 0.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64 -45.31% 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10.07% -4.94% 10.36%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元） 45,556,424,753.62 35,548,487,463.24 28.15% 24,707,125,16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0,866,993,937.04 10,100,607,765.33 7.59% 9,301,203,2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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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65,652,187.15 2,986,664,645.46 4,866,531,625.79 3,511,817,24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6,997,776.79 227,010,693.46 292,855,094.58 82,024,67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6,863,639.01 197,014,511.51 271,745,814.86 65,816,98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2,727,471.96 949,139,874.92 967,666,917.26 -2,002,005,0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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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1,35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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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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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轨道交

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75,891,451    

通辽市蒙古

王工贸有限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4% 53,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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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7% 48,48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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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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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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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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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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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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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是公司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因国家统一实施疫情期间高速公路免

收通行费政策，货车免征通行费费 79 天，导致公司通行费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同时,湖南省实施高速公路货车收费标准下调政策，加大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影响。在董事会的坚强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围绕强化主业、做优两翼、控制成本工作主线，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3.09 亿元，同比增长 13.95%。利润总额 7.18

亿元，同比下降 42.96%。净利润 5.61 亿元，同比下降 42.04%。资产总额 455.65

亿元，同比增长 28.15%，净资产收益率 5.13%。剔除疫情因素影响，公司营业

收入，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均增长约 20%。 

（一）抓复产履责任 

     面对疫情期间实施免费政策对主业经营的冲击，公司及时调整思路，将“空

档期”转变为“提质期”，提前开展道路养护施工、设备设施维护、收费人员培训，

夯实复工复产基础，把影响降到最低。同时，通过投入疫情期间专项养护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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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路网安全畅通，减免部分承租户疫情期间租金，研发金融产品助力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和民生保障，安全有序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和医疗废弃物，切实履

行了国企的社会责任。 

    （二）抓主业保稳定 

     加强各经营路段入口治超、绿通查验等收费现场管控，提高道路日常巡查

频次，强化“一路多方”联勤联动、道路主线和收费站的运行监测，及时发现和有

效处置突发事件，引导车辆有序通行，ETC门架交易成功率达到99%以上，确保

了道路安全畅通，通行费实得同比、实收同比、拆分率、收入在全省占比等关

键收费指标均稳步提升。长沙分公司克服交通流量大、取消省界收费站等影响，

保持良好收费秩序。潭耒分公司积极应对路段移交和人员思想波动的压力，保

持收费经营稳定。怀化分公司探索委托管理模式，控制成本开支，多渠道开展

营销，通行费收入同比下降幅度最低。长韶娄公司全力做好增收、治超工作，

剔除疫情因素影响，实现的净利润超盈利预测约3,600万元，提前进入盈利期。

路产管理规范化、专业化、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运用大数据，实现工程管

理平台智能化，全面完成“十三五”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评价工作，道路优良路

率达100%。        

    （三）抓“两翼”保增长 

因实施疫情免费政策，主营业务利润大幅下滑，“两翼”板块挑起保增长

的重担。大有期货全面调整省外分支机构，拓展生猪饲料成本“保险+期货”，与

省属国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标杆企业举办高端投资论坛，形成品牌

效应；现代财富做优做精贸易金融，丰富国际贸易业务品种，利润总额首次突

破亿元大关；巴陵农商行化解历史包袱，建立分区施策、深耕区域、差异化竞

争的经营模式，存贷款业务市场份额位列区域银行机构第一；现代环投立足

“3+1”业务定位，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固危废处理处置、生物质热电

联产业务，积极拓展智能垃圾分类业务；现代资产调整服务区管理方式，做强

路衍产业；现代凯莱酒店克服疫情防控期间停业4个月影响，经营业绩逆势增长。

子公司经营业绩全面攀升，保证了整体经营的稳定增长。 

（四）抓改革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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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竞购长韶娄公司100%股权，经营的高速公路里程增至512公里，可持

续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完成分公司三项制度改革，推进子公司三项制度改革，

基本做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优化卓越绩

效管理，建立考核层级管理和双轨运行机制，绩效考核指标全面体现整体工作

情况，做到刚性兑现。在大有期货等子公司成功试点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选

聘竞争化、管理契约化、业绩对标化、薪酬市场化。推进战略协同，分子公司

围绕公司产业链，探索多种业务合作模式，形成资源、客户共享。 

（五）降成本增效率 

     降低溆怀、怀芷、长韶娄高速公路项目贷款利率，积极争取低利率复工复

产专项资金，发行短期融资券，节约财务费用。扎实开展“两金”压降，减少资金

占用成本。完善分公司成本、利润考核体系，降低成本费用。优化大宗商品贸

易交易品种，提高毛利率。 

（六）控风险保安全 

强化风险管理，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形成权责清晰的经营投资责任体系和

约束机制，未发生重大经营风险。健全合规体系，建立法律法务工作联系机制，

深入推行合同履行人责任制，未发生合同风险，再次获评省市两级“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审计关口前移，实施清单预算审计，形成“先定价、后施工、无争议”

工程审计新氛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成标准化建设，建立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检查，实现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双零”目标。 

   （七）抓治理固根本 

完成公司及子公司章程修订，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全面推行党组织书记和董事长“一肩挑”，将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各环节。

完善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厘清权责边界。全面

梳理规章制度256项，着力规范投融资、招投标、工程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

控、分子公司管控等重要环节的管理，三会运作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公司治理水平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不断提升。有效控制内

幕信息知晓范围，未发生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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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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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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耒高速公路

通行费 
1,049,333,107.11 546,304,083.49 47.94% -30.85% -10.84% -19.59% 

长永、长潭高

速公路通行费 

581,721,954.20 307,867,163.39 47.08% -24.04% 13.21% -17.41% 

长韶娄高速公

路通行费 

396,584,021.52 174,002,769.18 56.12%    

商品贸易 10,769,863,731.37 10,662,204,873.67 1.00% 19.45% 20.90% -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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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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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发生了变更，详见本报告“第十二节 财务报

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6、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部分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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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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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了变更，详见“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

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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