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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2-7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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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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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公路 股票代码 0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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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吴新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18号招商局大厦 31层 

电话 （010）56529000 

电子信箱 cmexpressway@cm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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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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2,109,501.65 3,885,750,532.71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53,109,017.44 2,731,959,547.61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2,083,169.55 2,642,604,129.48 -2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4,766,068.58 1,827,219,809.10 -3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5 0.4240 -14.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7 0.4008 -1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5.15% -0.9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1,536,459,634.66 98,320,774,957.70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277,991,762.92 58,330,376,123.0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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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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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65% 4,241,425,880 4,241,425,880   

蜀道资本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7% 393,700,787  质押 196,850,000 

中新互联互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重

庆中新壹号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5.95% 367,454,13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深 

其他 3.73% 230,314,961    

天津市京津塘高速公

路公司 
国有法人 2.90% 179,184,167    

民信（天津）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2% 131,233,59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传统－普通
其他 1.59% 98,42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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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019L-

CT001深 

北京首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81,890,951    

芜湖信石天路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0% 61,999,597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9L-FH001深 

其他 0.64% 39,370,0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泰康人寿保险有

限责任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 深以及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9L-FH001 深构成一致行动人外，前 10 名中的其他股东未发

现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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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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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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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7招路 02 112563 2017年 08月 07日 2027年 08月 07日 100,000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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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品种二）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1招路 01 149528 2021年 06月 24日 2024年 06月 24日 180,000 3.49%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21招路 02 149538 2021年 07月 08日 2024年 07月 08日 250,000 3.38%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22招商公

网 SCP001 
12281798 2021年 05月 12日 2022年 07月 11日 200,0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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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8% 35.6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8.08 8.94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详情请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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