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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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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或本公司网站：http://www.gsrc.com 仔细阅读年

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审议本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综合考虑公司最近两年的盈利状况以及维持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建议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该预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交所 广深铁路 601333 

H股 联交所 广深铁路股份 00525 

ADS（注） - - GSHHY 

注：自 2021 年 10 月 22 日起，公司 ADS 已停止在美国场外交易市场（OTC 市场）进行交易。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向东 邓艳霞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052号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052号 

电话 （86）755-25588150 （86）755-25588150 

电子信箱 ir@gsrc.com ir@gsrc.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和主要交

通方式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自 2004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以来，我国铁路实现了快速发展，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铁路运能紧张状况基本缓解，

瓶颈制约基本消除，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也应该看到，与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与其他

交通运输方式、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我国铁路仍然存在路网布局尚不完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

结构性矛盾较突出等不足。截至 2021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

里程超过 4 万公里，铁路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骨干作用日益凸显。 

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行业统计数据，2021 年，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铁路客货运量实

现双增长，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26.12 亿人，同比增长 18.5%，完成货物发送量 47.74 亿吨，同

比增长 4.9%。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一家铁路运输企业，主要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并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合作经营过港直通车旅客列车运输业务，同时还受委托为武广铁路、广珠城际、广深港铁路、广珠

铁路、厦深铁路、广东铁路、南广铁路、贵广铁路、珠三角城际、茂湛铁路、深茂铁路、梅汕铁路

和赣深铁路等提供铁路运营服务。 

http://www.sse.com.cn/
http://www.gs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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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37,403,422,526 36,780,451,862 1.69 36,893,13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241,949,775 28,192,839,252 (3.37) 29,175,727,345 

营业收入 20,206,156,783 16,349,365,706 23.59 21,178,351,087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9,019,131,030 15,385,428,001 23.6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3,119,082) (557,875,873) 74.43 748,439,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673,671) (1,421,613,857) (25.60) 782,244,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2,468,547 1,336,173,449 (24.97) 2,395,245,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1.94) 减少1.57个百分点 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75.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75.00 0.1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413,764,612 5,254,212,928 5,279,474,277 5,258,704,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72,207) 97,647,735 (260,456,104) (716,93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3,683,062) 101,125,769 (263,998,947) (801,117,4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591,924) 639,238,760 (8,752,961) 700,574,672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3,0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755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2,629,451,300 37.12 - 无 -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 1,467,668,629 20.72 - 无 - 境外法人 

洪泽君 129,000,000 1.82 - 无 - 境内自然人 

林乃刚 124,000,000 1.75 - 无 - 境内自然人 

李伟 48,290,901 0.68 - 无 - 境内自然人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9,528,189 0.42 - 无 - 国有法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7,801,600 0.39 - 无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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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814,300 0.38 - 无 -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6,436,800 0.37 - 无 -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4,907,300 0.35 - 无 -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4.2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2.06 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163.49 亿元增长 23.59%，

其中，客运、货运、路网清算及其他运输服务、其他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61.69 亿元、20.35 亿元、

108.15 亿元及 11.87 亿元，分别占总收入的 30.53%、10.07%、53.52%及 5.88%；营业亏损为人民币

13.44 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5.93 亿元增长 12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9.73 亿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币 5.58 亿元增长 74.4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