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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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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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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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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福建

交通综合大楼26层 

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18号福建

交通综合大楼2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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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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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7,475,367.34 17,635,189,559.25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58,769,976.97 8,691,179,880.91 0.78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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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105,967.33 744,210,366.48 24.04 

营业收入 1,275,057,087.24 1,209,994,866.34 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7,843,286.72 414,104,961.55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945,864.75 409,538,389.43 -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8 4.82 减少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0 0.1509 -3.91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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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16 992,367,729 0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75 487,112,772 0 无 0 

李明 境内自然人 0.94 25,800,000 0 无 0 

高秀波 境内自然人 0.46 12,610,000 0 无 0 

刘彦博 境内自然人 0.44 12,000,073 0 无 0 

毛伟伟 境内自然人 0.41 11,270,000 0 无 0 

黄镇国 境内自然人 0.36 10,000,000 0 无 0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

产品 
其他 0.34 9,396,4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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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34 9,249,800 0 无 0 

上海缤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缤珩 5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7,860,0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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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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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福建发展高

速公路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5 年 公

司债券 

15 闽高速 122431 
2015 年 8 月

11 日 

2020 年 8 月

11 日 
20 3.5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9.30   40.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86   8.65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今年上半年，国际国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陆续结束货

币宽松迈上持续加息步伐，国内持续推进去杠杆、防风险举措，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我国宏

观经济总体呈现平稳，在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表现出较强韧性，结构优化持续推进，发展质量

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路段经营情况总体有所改善。客车流量（按标准车型折算全程）

方面，福泉高速日均 24,046 辆，同比增长 6.24%，泉厦高速日均 40,582 辆，同比增长 10.26%；

货车流量（按标准车型折算全程）方面，福泉高速日均 16,468 辆，同比增长 2.17%，泉厦高速日

均 21,743 辆，同比增长 9.58%。罗宁高速客车车流量日均 8,177 辆，同比增长 0.64%，货车车流

量日均 3,432 辆，同比下降 15.9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25,716.82 万元，同比增长 5.55%。

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实现 51,291.40 万元，同比增长 9.44%，福泉高速公路实现 70,113.09 万元，

同比增长 3.61%，罗宁高速公路实现 4,312.33 万元，同比下降 5.44%。参股的浦南高速总体情况

较好，通行费分配收入同比增长 11.43%。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7,505.71 万元，同比增长 5.38%，营业成本支出 45,294.79

万元，同比增长 15.95%，管理费用支出 3,209.90 万元，同比增长 7.06%，财务费用支出 10,807.11

万元，同比下降 15.02%，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 4,343.20 万元，同比下降 2.15%，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784.33 万元，同比下降 3.93%，每股收益 0.1450 元。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的主要路段福泉高速和泉厦高速车流量增长明显，尤其泉厦

路段客车与货车均增长明显，但公司全资路段罗宁高速因宁连宁德段通车以及井上互通封道施工

影响，货车车流量继续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运营管理举措，强化资金调

度，加强预算管控，财务费用下降明显，但运营成本和管理费用具有一定刚性，增幅高于收入增

幅，致使公司总体经营业绩同比呈现小幅度下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