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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1-11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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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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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路桥 股票代码 00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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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学 李文佳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77 号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77 号 

电话 0531-68906079 0531-68906077 

电子信箱 sdlq000498@163.com sdlq00049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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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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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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2,258,569,291.03 11,214,802,224.51 11,707,784,804.99 9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9,704,537.60 400,255,622.49 461,546,794.29 6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46,411,094.32 305,929,252.87 366,533,156.26 103.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06,039,768.81 -328,698,067.88 -1,177,068,278.96 287.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08 0.3573 0.4120 21.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08 0.3573 0.4120 2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7.01% 6.20%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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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96,129,464.25 55,080,915,338.19 55,080,915,338.19 2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28,345,584.42 8,645,573,334.28 8,645,573,334.28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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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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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88% 776,564,176 720,676,176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88% 200,551,804 200,551,804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94% 92,497,537 92,497,537   

四川交投创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5% 77,113,402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2% 33,050,503 0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3% 30,082,770 30,082,77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20% 3,134,800 0   

李万峰 境内自然人 0.17% 2,664,763 0   

#马英骐 境内自然人 0.15% 2,300,000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0.13% 2,06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因联合重组吸收合并原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本公司 55,888,000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并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完成过户。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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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马英骐，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300,000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合计持股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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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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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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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7 山路 01 112500.SZ 2017 年 03 月 10 日 2022 年 03 月 10 日 50,000 3.9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19 山路 01 112994.SZ 2019 年 11 月 14 日 2024 年 11 月 14 日 50,000 3.98%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 山路 01 149093.SZ 2020 年 04 月 14 日 2025 年 04 月 14 日 50,000 3.1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1 山路 01 149488.SZ 2021 年 06 月 01 日 2026 年 06 月 01 日 30,000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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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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77.77% 76.5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6.9 8.94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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