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033                                                  公司简称：福建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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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侯岳屏 工作原因 蒋建新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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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建高速 6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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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按母公司本年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提取盈余公积后的可供分配利润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7.444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该

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速公路投资、建设、收费和运营管理，公司的经营模式是通过投资建设高

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方式获得经营收益。福建省从高速公路诞生之时就采取了全省联网收

费的管理模式，联网收费的特点导致各路段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实际征收的车辆通行费与公司运营

路段实际应当获得的通行费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需要经过对全省高速公路实际征收的车辆通行费

进行拆分清算之后方能确认公司实际获得的主营业务收入，因此公司将主营业务收入称之为高速

公路车辆通行费分配收入。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向车辆征收的高速公路通行费，主营

业务收入为高速公路通行费分配收入，其它业务收入包括高速公路广告收入、ETC 闽通卡收入、

清障业务收入、经营开发收入等，公司营业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较高，2015 年的占比超过

99%。 

公司运营管理的路段为泉厦高速公路（收费里程 82 公里）、福泉高速公路（收费里程 167 公

里）和罗宁高速公路（收费里程 33 公里），合计运营里程为 282 公里。同时，公司参股浦南高速

公路（收费里程 245 公里）。福泉高速公路、泉厦高速公路已实施“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八车道”

的扩建工程，其它路段均为双向 4 车道。截至 2015 年末，福建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 公

里，公司运营里程在全省已通车高速公路里程中占比为 5.64%，2015 年公司运营路段实现的通行

费分配收入在当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中占比为 21%。 

当前，我国的高速公路分为政府收费还贷高速公路和经营性高速公路两种类型，公司的高速

公路资产均为经营性高速公路。福建省已通车的超过 5000 公里的高速公路网，除公司所运营的路

段和少数其它路段为经营性高速公路之外，大多数路段都是政府收费还贷性质的高速公路。就目

前情况来看，后期新建的高速公路项目因征地、拆迁、人工、材料成本的上涨和路网位置、车辆

分流等影响，投资回报率已大幅降低，有些路段长期难以通过自身经营实现盈利。因此，公司自

2011 年完成主要路段福厦高速公路双向八车道的扩建工程以来，没有再继续投资新建路产。同时，

近年来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收费公路清理政策的影响下，一定程序上制约了存量高速公路

资产特别是收费还贷性质的高速公路的上市融资。在此背景下，公司在高速公路主业之外，努力

寻求发展转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近两年，为充分利用自身的现金流优势和上市公司融资能力优

势，立足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已逐步在金融领域展开投资，先后投资设立了海峡财险、参股厦

门国际银行。通过多元化的对外投资，公司将逐步改变经营业务较为单一的现实情况，持续拓展

公司可持续发展空间。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8,315,395,235.29 18,690,106,423.06 -2.00 19,148,860,786.46 

营业收入 2,577,755,028.11 2,636,027,676.31 -2.21 2,625,118,1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0,785,168.20 600,760,407.96 -8.32 543,821,43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9,969,000.82 584,858,274.84 -7.68 551,242,72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049,601,459.01 7,773,256,290.81 3.56 7,446,935,88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99,894,904.41 1,828,757,852.25 25.76 1,826,377,547.52 

期末总股本 2,744,400,000.00 2,744,400,000.00 0.00 2,744,4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7 0.2189 -8.31 0.1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7 0.2189 -8.31 0.1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6 7.92 

减少0.96个

百分点 
7.46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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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679,089.47 645,097,832.20 657,058,607.55 654,919,49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534,783.05 163,054,016.18 154,682,405.53 75,513,96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7,279,895.13 155,024,210.59 148,218,036.29 79,446,85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25,959,996.05 583,788,155.72 527,049,404.64 463,097,348.0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8,7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0,43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0 992,367,729 36.16 0 无   国家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0 487,112,772 17.75 0 无   国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6,804 13,423,156 0.49 0 未知   未知 

陈贵兴 4,023,300 4,834,100 0.18 0 未知   未知 

高建民 700,000 3,879,500 0.14 0 未知   未知 

张卫勇 794,080 3,330,000 0.12 0 未知   未知 

毕金泉 3,010,420 3,010,420 0.11 0 未知   未知 

高翠萍 375,300 3,000,000 0.11 0 未知   未知 

廖晖 2,844,700 2,844,700 0.10 0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90,013 2,392,188 0.0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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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确切知悉其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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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5.78 亿元，同比下降 2.21%，营业成本 9.43 亿元，同比增长 9.31%，

管理费用 6293.81 万元，同比下降 5.13%，财务费用 3.79 亿元，同比下降 12.33%，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1 亿元，同比下降 8.24%，每股收益 0.20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96%，相比去年下降 0.96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自主要路段扩建通车

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因公司所辖扩建路段通车年限已近 5 年，养护支出同比增长较大导致公

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幅较高；“15 闽高速”公司债券的发行以及“11 闽高速”公司债券的赎回，使得公

司债券利息费用下降明显，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 

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进展方面：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工作已于 2012 年度完

成，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竣工决算审计工作也已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泉厦和福泉高速公路扩

建尾工工程继续开展，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已累计支出 126.81 亿元，

其中，泉厦段累计支付 54.86 亿元；福泉段累计支付 71.95 亿元。报告期内，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

程共支付扩建工程款 2.08 亿元，其中，泉厦段支付 0.64 亿元，福泉段支付 1.44 亿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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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未发生变动，包括福泉公司、罗宁公司、陆顺养护公司以及福厦

传媒公司等。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