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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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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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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529,748.64 420,408,347.35 7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5,295,963.78 320,120,813.46 5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4,153,944.20 304,679,399.71 6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0,648,614.24 2,244,791,934.61 -7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61 0.3080 57.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61 0.3080 57.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9% 4.33% 上升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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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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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15,355,904,554.23 13,986,933,950.04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77,672,963.03 7,783,703,173.45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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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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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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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00% 259,879,247 0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633 0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54% 5,661,645 0   

阎健 境内自然人 0.34% 3,536,500 0   

东莞市科旺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3,100,000 0   

陈晓跃 境内自然人 0.25% 2,605,000 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怡百合 7 号私募基金 
其他 0.24% 2,468,502 0   

陈丽君 境内自然人 0.21% 2,180,000 0   

戴艳红 境内自然人 0.20% 2,090,2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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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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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645 股；自然人股东阎健，通过广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3,128,500 股；自然人股东陈晓跃，通过华泰证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600,000 股；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东莞市

科旺网络能源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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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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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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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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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一

期中期票据 

18 东莞发展
MTN001 

101801477 2018 年 12 月 11 日 2021 年 12 月 12 日 30,000 4.10% 

2020 年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 东莞发展
MTN001 

102001758 2020 年 09 月 09 日 2023 年 09 月 10 日 40,000 3.77%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34.05% 35.5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2.4382 8.4466 

三、重要事项 

1. 公司经营的莞深高速车流量已趋于饱和，远超设计车流量，为改善日趋严峻的交通拥堵问题，提高通行效率，公司

正在推进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莞深高速收费经营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结合行业政策及行业内其他上市公司案例，实施

改扩建工程是延长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的可行方式，本次改扩建拟申请延长收费期最长不超过 25 年。通过实施莞深高速改

扩建工程，有利于公司高速公路主业实现可持续经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将提前合理筹划资金安排，科学统筹施工现

场与交通组织，降低改扩建工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负面影响。 

2. 报告期，公司正在有序推进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PPP 项目的投资、建设工作，今年 1 至 6 月一号线

建设公司已对该项目投入资金 16.52 亿元，开工至今累计投入资金 38.69 亿元。根据工期计划，轨道交通 1 号线 PPP 项目预

计于 2024 年开通试运营，2025 年正式运营，项目进入运营期后，将对公司资产规模、利润产生较大正面影响。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崇恩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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