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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福建高速 股票代码 6000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高文 冯国栋 

电话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传真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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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896,956,437.08 19,210,876,320.05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58,011,594.53 7,508,951,416.44 0.6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108,798.55 987,122,039.24 0.20 

营业收入 1,284,842,595.05 1,252,340,043.90 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500,178.09 294,699,980.79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818,717.11 295,821,423.22 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4.01 增加 0.2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79 0.1074 9.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79 0.1074 9.78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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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8,97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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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36.16 992,367,729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 17.75 487,112,772 
 

无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1 号 
未知 2.91 79,962,874 

 
未知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保险产品 
未知 1.99 54,512,454 

 
未知 

海通证券资管－光大银行－海通海

汇共赢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8 18,773,442 

 
未知 

施淑玲 未知 0.54 14,767,698 
 

未知 

方正富邦基金－建设银行－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18 4,896,569 

 
未知 

顾阿六 未知 0.16 4,515,625 
 

未知 

卢文星 未知 0.16 4,470,300 
 

未知 

胡小燕 未知 0.16 4,454,51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 9 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1 号同属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保险产

品，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 7 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福建省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运营和管理。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

源于所辖高速公路通行费分配收入。目前，公司运营管理的已通车路段为：82 公里的泉（州）

厦（门）高速公路、167 公里的福（州）泉（州）高速公路、33 公里的罗（源）宁（德）高

速公路，参股 245 公里的浦（城）南（平）高速公路。同时，公司持有福厦传媒公司 55%

股权【其余 45%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泉公司持有】，持有陆顺公司 100%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27,030.80 万元（公司所属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各路段月度经营数据请至公司官网查询），同比增长 2.91%，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完成 47,629.28

万元，同比增长 3.23%；福泉高速公路完成 68,205.87 万元，同比增长 2.57%；罗宁高速公

路完成 11,195.65 万元，同比增长 3.67%。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8,484.26 万元，同比增长 2.60%，营业成本支出

38,164.40 万元，同比增长 4.55%，管理费用支出 3,453.23 万元，同比下降 0.65%，财务费用

支出 22,124.24 万元，同比下降 7.95%，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4,936.45 万元，

亏损幅度同比扩大 24.27%，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350.02 万元，同比增

长 9.77%。 

报告期内，客车车流量同比保持平稳，货车车流量同比增长，但增幅逐月下降，导致今

年上半年的通行费分配收入同比小幅增长；上半年长期借款减少，导致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显

著下降；同时，通过强化成本管理和预算控制，管理费用保持平稳，公司总体经营业绩稳中

有升。浦南公司亏损幅度的扩大主要是去年同期浦南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2704 万元所致，剔

除政府补助因素，浦南公司实际经营业绩略有下降。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84,842,595.05 1,252,340,043.90 2.60 

营业成本 381,644,020.71 365,041,574.52 4.55 

管理费用 34,532,287.42 34,759,666.52 -0.65 

财务费用 221,242,410.18 240,345,079.97 -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108,798.55 987,122,039.24 0.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874,673.04 -329,459,181.80 -55.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951,311.33 -756,125,338.52 4.34 

营业外收支净额 23,273,508.43 -1,746,547.04 
 

资产减值损失 178,725.28 296,129.73 -39.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支付泉厦扩建工程尾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 

营业外收支净额：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收入及路产占用费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 

 

2、其它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针对公司实际情况以及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公司在 2013 年年度报告中初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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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4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6.49 亿元左右，成本费用 18.57 亿元左右，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4.91 亿元左右。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强化提升征费管理、道路养护、窗口服务、路政管

理及经营开发，实现营业收入 12.85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48.51%；成本费用合计为 8.39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45.18%；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24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65.99%。

总体来看，通行费分配收入增长虽不及预期，但受益于成本费用控制良好，较好地实现了净

利润指标。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高 速 公

路收费 
1,270,308,014.25 363,829,183.91 71.36 2.91 4.21 

减少 0.35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泉厦高速

公路 
476,292,820.29 143,798,582.37 69.81 3.23 0.04 

增加 0.96

个百分点 

福泉高速

公路 
682,058,679.04 171,855,680.95 74.80 2.57 2.82 

减少 0.06

个百分点 

罗宁高速

公路 
111,956,514.92 48,174,920.59 56.97 3.67 25.90 

减少 7.60

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福建地区 1,270,308,014.25 2.91 

 

（三）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2014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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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财产保险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以自有资金出资 2.7 亿元，与福建省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联合发起设立海峡财险，公司持股比例 18%，

为海峡财险第二大股东。公司的本项投资行为已取得福建省国资委的批准，海峡财险的设立

尚需获得中国保监会的核准。详情请参阅公司发布的《福建高速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

公司的公告》（临 2014-018）和《福建高速关于参与发起设立财产保险公司获得福建省国资

委来函同意的公告》（临 2014-020）。 

 

2、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63.06%股份，

主营业务为福泉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99.43 亿元，净资产 45.47 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84 亿元，

营业利润 3.45 亿元，净利润 2.66 亿元，同比增长 9.50%。 

（2）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主

营业务为罗宁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2.63 亿元，净资产 8.32 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12 亿元，营业

利润 0.56 亿元，净利润 0.42 亿元，同比下降 7.87%。 

（3）福建陆顺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份，主营业务为高速公路养护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0.84 亿元，

净资产 0.62 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0.27 亿元，营业利润 452 万元，净利润 331 万元。 

（4）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55%

股份，主营业务为高速公路广告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910 万元，

净资产 1,097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77 万元，营业利润 89 万元，净利润 60 万元。 

（5）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29.78%股

份，主营业务为浦城至南平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务。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0.38 亿元，净资产 14.99 亿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57

亿元，营业利润-1.76 亿元，净利润-1.66 亿元。 

 

（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2014 年 6 月 20 日，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度现金分红，以 2,744,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274,440,000 元。详情请参阅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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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3 日发布的《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临 2014-016）。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

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2014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要求，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对公司所管

辖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未来收费期限内每标准

车流量应计提的折旧进行调整。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公告》（临 2014-011）。 

 

董事长：黄祥谈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