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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A、粤高速B                    公告编号：2021-033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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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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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高速 A、粤高速 B 股票代码 000429、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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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汉明 梁继荣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

通广场 46 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32号利

通广场 45 层 

电话 020-29004619 020-29004523 

电子信箱 Hmy69@126.com 13922159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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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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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8,474,669.81 660,898,961.79 1,117,754,309.27 12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8,860,350.64 -5,830,257.18 24,616,425.76 3,34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42,743,158.64 -9,514,717.42 -9,514,717.42 8,9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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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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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5,293,217.25 417,906,104.34 709,663,295.81 15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028 0.01 4,0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0028 0.01 4,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6% -0.06% 0.23%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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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8,560,358.43 19,748,578,658.11 19,748,578,658.11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84,145,884.55 7,933,136,499.11 7,933,136,499.1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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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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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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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梧初 境内自然人 0.99% 20,597,146    

GUOTAI JUNAN 
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64% 13,469,409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3% 13,201,086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其他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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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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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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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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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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高速公路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9粤高速
MTN001 

101900252 2019 年 02 月 27 日 2024 年 03 月 01 日 678,798,734.87 4% 

广东省高速公路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0粤高速
MTN001 

102000367 2020 年 03 月 13 日 2025 年 03 月 17 日 748,157,926.4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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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47.54% 48.1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5.46 6.4 

 

三、重要事项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2021年6月8日发布了《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项目收

费期限的函》（粤交规函【2021】328号），核定沈阳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项目收费期限为24.6011年，即

2019年11月8日起至2044年6月14日止。有关本事项的相关情况，敬请查阅本公司于2021年6月10日以及2021年6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和《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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