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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郑任发、总经理汪春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明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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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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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57,975,487.27 211,215,592.28 354,680,507.03 25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9,100,166.26 -70,094,226.94 -65,790,927.23 70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5,414,595.12 -71,989,487.82 -71,989,487.82 64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9,020,540.34 142,313,822.41 163,886,674.37 41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0.03 7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3 -0.03 7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0.72% -0.63% 5.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839,202,045.48 19,748,578,658.11 19,748,578,658.11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78,704,436.23 7,933,136,499.11 7,933,136,499.11 5.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2,712.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65,070.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4,275.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40,124.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1,727.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99,458.54  

合计 3,685,57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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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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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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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6% 513,420,438 410,040,696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0% 466,325,020    

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8% 202,429,149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4% 101,214,574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 52,937,491 19,582,2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1.96% 41,009,35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67% 35,003,947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3,201,086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0.60% 12,648,625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其他 0.56% 11,617,74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466,325,020 人民币普通股 466,325,020 

山东高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429,149 人民币普通股 202,429,149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03,37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742 

西藏赢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214,574 人民币普通股 101,214,57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41,009,355 人民币普通股 41,009,35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35,003,947 人民币普通股 35,00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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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33,355,263 人民币普通股 33,355,263 

新粤有限公司 13,201,0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201,086 

冯梧初 12,648,625 
人民币普通股 10,342,762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05,863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11,617,747 人民币普通股 11,617,7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新粤有限公司的控股母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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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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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本年初相比 

1、其他应付款 

比年初减少 123,736 万元，减幅 81.80%，主要原因是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关于支付现金购买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1%股权之协议》，公司 1 月份向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付第二期股

权转让价款。 

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比年初减少 9,315万元，减幅 34.97%，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到期借款以及科目重分类的综合影响。 

（二）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 

1、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加 90,329 万元，增幅 254.68%，其中，佛开高速公路、京珠高速广珠段、广佛高速公路、广惠高速公路

通行费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2020 年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原法定春节假期免收通行费

期间（1月 24日-1月 30日）延长至 2月 8日以及自 2020年 2月 17日零时起至 2020年 5月 5日 24时，免收全国收费公路

车辆通行费，2021年一季度上述高速公路收费天数同比增加 52天。 

2、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735万元，增幅 38.99%，主要原因是：路产折旧随通行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3、投资收益 

比上年同期增加 5,277 万元，增幅 3,857.59%，主要原因是：2021年一季度高速公路收费天数同比增加 52天，公司参

股高速公路公司利润增加。 

4、所得税费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 18,918 万元，增幅为 1,331.81%，主要原因是：（1）佛开分公司利润总额增加。（2）公司控股子公司

京珠高速广珠段有限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利润总额增加。 

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 46,489万元，增幅 706.62%，主要原因是：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 82,809万元，增幅 205.31%，主要原因是：本期通行费收入同比增加。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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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同比减少 4,297 万元，减幅 48.55%，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佛开分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珠高速公路

广珠段公司和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到取消省界收费站补助 5,585万元。 

3、支付的各项税费 

本期同比增加 5,593万元，增幅 35.22%，主要原因是：应交的各项税费随通行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 2,000万元，增幅 8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参股子公司赣州赣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减资款。 

5、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 520万元，减幅 77.6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到现金股利同比减少。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 6,616 万元，减幅 38.18%，主要原因是：佛开高速公路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工程项目主线已完工通车，

需要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减少。 

7、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本期同比减少 40,257万元，减幅 64.40%，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上年同期偿还太平洋保债资金 37,500万元。 

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 15,580 万元，增幅 133.32%，主要原因是：因上年同期受疫情的影响银行同意延缓至年末付息，本期支

付利息同比增加。 

9、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本期同比增加 122,187万元，增幅 162,915.49%，主要原因是：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关于支付现金购买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1%股权之协议》，公司 1 月份向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支付

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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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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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外股票 601818 光大银行 517,560,876.80 
公允价值

计量 
938,667,226.56 0.00 442,279,294.72 0.00 0.00 0.00 959,840,171.52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517,560,876.80 -- 938,667,226.56 0.00 442,279,294.72 0.00 0.00 0.00 959,840,171.52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09 年 07 月 22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2009 年 08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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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1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调整后） 

增减变动 

（调整后） 

上年同期 

（调整前） 

增减变动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71,663.39 -- 105,387.33 2,461.43 增长 2,811.45% -- 4,181.55% -583.03 增长 12,391.63% -- 18,17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 0.50 0.01 增长 3,300.00% -- 4,900.00% -0.003 增长 11,433.33% -- 16,766.67% 

业绩预告的说明 

1、上表中上年同期（调整前）业绩为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上年同期（调整后）数据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根据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相关准则对 2020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进行追溯重述后数据。 

2、由于 2020 年突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全国紧急启用一级响应，原法定春节假期免收通行费期间（1 月 24 日-1 月 30 日）延长至 2 月

8 日；同时，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政策，经国务院同意，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零时起至 2020 年 5 月 5 日 24 时止，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该政策

导致公司 2020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减少。2021 年上半年，公司参控股高速公路收费天数同比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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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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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 年 03 月 26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浙商证券电话调研会：匡培钦 浙商证

券；冯思齐 浙商证券；刘沛奕 华夏

基金；姚爽 招商基金；何进阳 景顺

长城基金；林盛蓝 淡水泉投资；洪梅 

星石投资；郭哲 东方自营；林霞颖 华

泰证券；尹嘉琦 国泰君安；罗月江 海

通证券；张宜泊 长江证券；冯启斌 长

江证券；李承鹏 华西证券。 

（一）调研的主要内容：（1）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2）公司

财务数据解析；（3）公司发展

战略；（4）公司对行业的分析。

（二）调研的主要资料：公司

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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