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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公司 2005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董事长唐建辉先生，总经理熊向荣先生，财务总监林涓女士和财务部副经理郑建雄先

生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福建高速  

股票代码  600033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建新  林凯  

联系地址  
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

大楼 26层  

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

大楼 26层  

电话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传真  0591—87077266  0591—87077266  

电子信箱  stock@fjgs.com.cn  stock@fjgs.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392,818,483.53 334,283,677.48 17.51

流动负债(元)  1,214,959,506.92 988,368,212.60 22.93

总资产(元)  5,567,710,660.32 5,589,677,054.08 -0.39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3,030,191,915.75 3,151,612,344.81 -3.85

每股净资产(元)  3.0720 3.1951 -3.85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3.0712 3.1949 -3.87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净利润(元)  223,819,570.94 214,274,761.85 4.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21,719,113.33 176,426,719.48 25.67

每股收益(元)  0.2269 0.2172 4.47

净资产收益率（%）  7.39 7.21 增加 0.18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8,494,805.61 345,622,190.92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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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3,135,011.36 

所得税影响数  1,034,553.75 

合计  2,100,457.61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0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

（已流通

或未流

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

东或外资

股东）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468,331,422 47.48 未流通  国有股东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227,716,036 23.09 未流通  国有股东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2,250,024 18,100,649 1.84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

长证券投资基金  
-60,540 13,046,745 1.32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股票

投资基金  
2,449,887 9,748,145 0.99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353,868 7,894,168 0.80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交通银行－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6,649,223 7,630,450 0.77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2,221,983 6,725,636 0.68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证券投资基金  
-2,404,790 6,550,083 0.66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3,350,920 5,945,311 0.60 已流通 未知 
社会公众

股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

它）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18,100,649 A股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3,046,745 A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股票投资基金  9,748,145 A股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94,168 A股  
交通银行－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7,630,450 A股  
中国银行－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6,725,636 A股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6,550,083 A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5,945,311 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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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824,918 A股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5,563,125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的说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及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

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3.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泉厦

高速

公路  

236,348,755.00 49,830,446.15 78.92 13.81 0.85 
增加 2.71

个百分点

福泉

高速

公路  

385,380,279.70 74,321,094.96 80.71 15.60 3.09 
增加 2.33

个百分点

其

中:

关联

交易 

 17,322,526.00  /  /  /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1、高速公路日常养护的关联交易定价是以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我

省高速公路运营成本定额的通知》（闽财建[2001]122 号文）和福建省高

速公路公司下发的《关于下达高速公路路段公司运营成本费用定额的通

知》（闽高财[2001]39号文）为基础, 经过充分协商制定。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公司（简称福泉公司）土地

使用权租金是以福建大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福泉高速公路主营部

分用地租赁土地估价报告》（编号：闽大地[2002]估 202 号）为基础制

定。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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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不适用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2000）文 307 号文件的批复,本公司自 1999 年起至 2004 年每年均享

受政府补贴。去年同期公司收到政府补贴 5000 万元，占利润总额比例为 12.37%。从 2005 年开始，

本公司不再享受政府补贴，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几乎全部来自主营业务利润。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不适用 

调整经营计划内容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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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省高速公路公

司  
母公司  60.63 253.82 -33.4 89.08 

养护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1,534.28 1,615.7 

福泉经营开发

公司  

母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30.38 14.26   

合计  30.25 268.07 -1,612.3 1,704.78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的发生额 302,495.29 元人民币 ， 余

额 2,680,715.34元人民币 。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根据福建省交通厅、福建省物价局和福建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高速公路车辆通行

费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的通知》（闽交财[2005]19号文），经福建省政府批准，自 2005年 4月 1日

起，福建省调整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和收费标准。  

    2)、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路经营企业车辆通行费收入营业税政策的通知》，从

2005 年 6 月 1 日起，本公司所辖泉厦和福泉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入营业税税率由 5％减按 3%执

行。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编制单位: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1-6 月                单

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621,729,034.70 541,050,475.16 236,348,755.00  207,666,990.67 

减：主营业务成本  124,151,541.11 121,499,472.26 49,830,446.15  49,408,293.53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2,268,914.63 30,028,301.37 12,254,696.55  11,525,517.99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65,308,578.96 389,522,701.53 174,263,612.30  146,733,179.15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58,955.47 -333,629.65 -522,863.07  -325,9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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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16,383,842.25 13,242,952.25 9,383,946.54  5,800,487.79 

财务费用  25,657,682.39 27,344,191.41 14,202,558.79  15,414,043.36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422,608,098.85 348,601,928.22 150,154,243.90  125,192,744.51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023,612.17 -1,023,612.16 119,249,395.83  94,766,381.94 

补贴收入   50,000,000.00  50,000,000.00 

营业外收入  3,347,095.33 6,490,615.48 674,294.23  3,177,992.90 

减：营业外支出  212,083.97 1,000.00 16,844.81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424,719,498.04 404,067,931.54 270,061,089.15  273,137,119.35 

减：所得税  130,445,044.21 133,680,223.58 46,241,518.21  58,862,357.50 

减：少数股东损益  70,454,882.89 56,112,946.11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报表

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223,819,570.94 214,274,761.85 223,819,570.94  214,274,761.85 

公司法定代表人: 唐建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林涓        会计机构负责人: 郑建雄  

 

7.3 报表附注 

本报告期有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 2002 年 6 月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出具的《泉州－厦门高速公路交通量预测报告》和《福

州－泉州高速公路交通量预测报告》，泉州至厦门车辆通行费收费权剩余年限内（27 年 6 个月，从

2002年 1月至 2029年 6月）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 470,782,826辆，福州至泉州车辆通行

费收费权剩余年限内（29 年 10 个月，从 2002 年 1 月至 2031 年 10 月）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

径）为 427,374,695 辆。 2004年 8 月，本公司及福泉公司委托了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分别对泉州

至厦门及福州至泉州的车流量重新进行预测，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于 2005 年 3 月分别出具了《泉

州－厦门高速公路交通量预测报告》和《福州－泉州高速公路交通量预测报告》，根据上述两份车流

量预测报告，泉州至厦门车辆通行费收费权剩余年限内（24 年 6 个月，从 2005 年至 2029 年 6 月）

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 421,236,098 辆，福州至泉州车辆通行费收费权剩余年限内（26 年

10个月，从 2005年至 2031年 10月）的预计总车流量（收费口径）为 396,796,910辆。 

 

由于预测总车流量的变化，本期计提折旧及对本期净利润的影响如下表： 

项 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影响数 

计提折旧（泉厦） 25,025,610.69 26,387,020.29 1,361,409.60

计提折旧（福泉） 37,496,280.69 37,947,428.53 451,147.84

净利润（合并） 225,465,474.37 223,819,570.94 -1,645,903.43

  

 

 

董事长： 唐建辉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8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