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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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7,617,181.78 17,298,921,728.7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48,038,919.12 9,092,477,409.92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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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27,840.78 923,105,967.33 -55.43 

营业收入 1,352,014,075.75 1,275,057,087.24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7,068,952.93 397,843,286.72 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445,943,899.43 392,945,864.75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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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4.48 增加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9 0.1450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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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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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30,000,000 0 无 0 

高秀波 境内自然人 0.58 16,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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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13,606,400 0 无 0 

刘彦博 境内自然人 0.44 12,040,706 0 无 0 

毛伟伟 境内自然人 0.41 1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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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 10,0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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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8,9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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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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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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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754,00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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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   36.0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1.59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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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打好三大攻坚战，上半年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在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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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79 辆，同比增长 7.62%，泉厦高速日均 42,680 辆，同比增长 5.17%，罗宁高速

日均 12,032 辆，同比增长 47.15%；货车流量（按标准车型折算全程）方面，福泉高速日均 16,827

辆，同比增长 2.18%，泉厦高速日均 21,450 辆，同比下降 1.35%，罗宁高速日均 7,949 辆，同比

增长 131.6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32,743.63 万元，同比增长 5.59%。

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实现 52,274.29 万元，同比增长 1.92%，福泉高速公路实现 73,187.83 万元，

同比增长 4.39%，罗宁高速公路实现 7,281.51 万元，同比增长 68.85%。参股的浦南高速通行费分

配收入同比增长 0.7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5,201.41 万元，同比增长 6.04%，营业成本 46,224.87

万元，同比增长 2.05%，管理费用 3,502.66 万元，同比增长 9.12%，财务费用 9,809.15 万元，同

比下降 9.23%，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3,117.24 万元，同比下降 4.84%，公司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706.90 万元，同比增长 12.37%，每股收益 0.1629 元。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各路段通行费分配收入均实现不同幅度的增长。公司运营的

主要路段福泉高速和泉厦高速客车车流量增长明显，货车车流量出现分化，其中福泉高速货车车

流量小幅增长，受厦门区域内路网影响，泉厦高速货车车流量小幅下降，罗宁高速因宁连宁德段

部分路段封闭施工影响以及宁德井上互通通车诱增影响，车流量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公司持续提

升运营管理举措降本增效，运营成本控制良好，强化资金管理，加强预算管控，财务费用下降明

显，致使公司总体经营业绩同比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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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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高速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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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