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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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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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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徐梦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徐

梦董事委托王敏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黄祥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建

雄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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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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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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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传真 0591-87077366 0591-87077366 

电子信箱 stock@fjgs.com.cn stock@fjgs.com.cn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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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 2,312,056,380.77 1,935,472,005.73 19.46 2,006,089,901.39 
营业利润 836,974,491.99 1,038,014,757.79 -19.37 1,197,647,544.53
利润总额 816,368,834.52 986,431,711.65 -17.24 1,199,919,42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37,990,490.61 528,859,103.17 -17.18 660,309,56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47,243,037.64 567,734,339.29 -21.22 658,653,88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1,327,368.09 1,289,451,816.36 29.62 1,292,302,571.99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 19,809,501,750.34 17,502,469,376.38 13.18 12,012,800,168.34
负债总额 11,110,219,850.11 9,034,832,203.52 22.97 4,077,894,7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073,966,647.12 6,910,416,156.51 2.37 6,564,517,053.34

总股本 2,744,400,000.00 2,744,400,000.00 0 1,829,60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96 0.1927 -17.18 0.2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96 0.1927 -17.18 0.2758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1630 0.2069 -21.22 0.2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6 7.87 减少 1.61 个百分点 16.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6.40 8.45 减少 2.05 个百分点 15.9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609 0.4698 29.63 0.7063 

 2011 年

末 

2010 年

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09 年

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2.5776 2.518 2.37 3.588 

资产负债率（%） 56.09 51.62 增加 4.47 个百分点 33.95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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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661,383.56 -55,767,908.01 279,479.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4,273.91 4,184,861.87 1,992,401.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6,201,881.07 -187,951.52 -48,235.54
所得税影响额 5,151,229.37 12,895,761.54 -567,970.12

合计 -9,252,547.03 -38,875,236.12 1,655,674.82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165,267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162,914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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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 992,367,729 945,112,122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 17.75 487,112,772 459,540,351 无 

施淑玲 未知 0.73 19,957,698 0 未知 

银河证券－招行－银河金星1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31 8,523,093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 －

FH002 沪 

未知 0.27 7,500,000 0 未知 

雷嘉 未知 0.15 4,009,932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未知 0.14 3,716,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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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11 3,082,977 0 未知 

徐惠民 未知 0.11 3,029,737 0 未知 

方奕忠 未知 0.11 2,910,300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47,255,607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7,572,421 人民币普通股 

施淑玲 19,957,698 人民币普通股 

银河证券－招行－银河金星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8,523,09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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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红－005L－FH002 沪 

雷嘉 4,009,93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3,7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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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2,977 人民币普通股 

徐惠民 3,029,737 人民币普通股 

方奕忠 2,9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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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1、公司经营与管理情况 
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公司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科学发展、高

速先行"的主题，积极探索扩建通车后的八车道运营管理经验，着力加强路段公司之间的沟

通协调，及时总结经验，扩建通车运营路段的日常管理得以有序开展；同时，加快推进扩建

尾工等后续工作进度，继续加强筹融资力度，积极尝试公司债等新的融资方式，全力保障扩

建尾工和运营资金需求。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3.12 亿元，同比增长 19.46%，但受扩

建后公司财务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大幅上升的影响，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8
亿元，同比下降 17.1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6.3％，同比下降 1.6 个百分点。 

受益于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于 2011 年初全线基本建成通车的有利因素，加之海峡西

岸宏观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的影响，公司所辖高速公路车流量出现明显增长，日均车流量已经

恢复并超过了 2008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预计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报告期内，福泉高

速客车按车型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 20,132 辆，同比增长 15.11%；货车按计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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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 12,511 辆，同比增长 14.54%；泉厦高速客车按车型收费标准折算

的日均车流量为 28,120 辆，同比增长 23.33%，货车按计重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

17,346 辆，同比增长 12.33%；罗宁高速客车按车型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 11,857 辆，

同比增长 17.76%，货车按计重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 14,860 辆，同比增长 9.69%。 
泉（州）厦（门）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全线 81.88 公里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基本建成通车，

福（州）泉（州）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福州相思岭隧道至泉州过坑 130.48 公里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基本建成通车。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尾工工程继续稳步推进。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已累计支出 1,140,666.45 万元，其中，泉厦段累计支付 484,805.13 万

元；福泉段累计支付 655,861.32 万元。报告期内，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共支付扩建工程款

182,245.63 万元，其中，泉厦段支付 36,809.35 亿元，福泉段支付 145,436.28 万元。 
2、主要控股公司及公司的经营情况 
（1）主要控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泉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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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4.21 亿元，净资产 44 亿元，2011 年实现营

业收入 12.32 亿元，净利润 3.84 亿元。 
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宁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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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86 亿元，净资产 6.65 亿元，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14 亿元，净利润 0.56 亿元。  
（2）主要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南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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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2.51 亿元，净资产 23.83 亿元，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 亿元，净利润 -3.16 亿元。 

3、主要经营风险分析 
（1）经济周期波动风险 
2012 年，无论从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来看，都是极其复杂、极具挑战性的一年，

更加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欧元区及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持续低

迷、乏力。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客观上造成了我

国出口现状十分严峻。从国内看，2012 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下调，但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压

力仍然存在。国际国内所有这些因素都为 2012 年的经济运行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公司经

营的高速公路管理行业，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较大，高速公路车流量与宏观经济之间存

在较大的相关性。2012 年宏观经济的许多不确定性客观上会给公司经营的高速公路车流量

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对策：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公司将积极总结过去一年以来双向八车道高速公

路的运营管理经验，努力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强联动协调快速反应的保障，科学实施道路

养护，提高高速公路通行服务水平，同时，大力宣传闽通卡不停车收费（ETC）实行 9.5 折

的优惠措施，着力壮大更多电子收费客户规模，吸引更多车主选择高速公路的出行方式。 
（2）收费公路行业政策风险 
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及收费标准均由政府确定，收费业务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2011

年 6 月 10 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交公路发[2011]283 号，下称《通知》），该《通知》要求各省在一年左右时间的专项清理

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加强收费公路管理、降低收费标准、促进收费公路健康发展的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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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政策措施。在目前公路投资状况下，收费公路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取消，但管理更

趋严格，这可能会对高速公路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策：公司经营管理的高速公路严格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期限及收费标准进

行收费，不存在违规收费行为。但是，公司的经营效益可能因为未来高速公路收费政策的变

化而受影响，公司将加强高速公路相关行业及多元化投资的筹划，深入研究提高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具体措施。 
（3）财务风险 
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全线基本建成通车，工程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全部计入当期财

务费用。此外，通车后对扩建工程形成的路产按照暂估入账价值计提折旧，两项费用合计预

计将继续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2012 年业绩仍然存在较大压力。2010 年以来，中

国人民银行连续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公司利息费用显著增加。因当前物价

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若未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提高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或存款准备金率，将可能进一步增加公司的利息支出。此外，受信贷规模紧缩影响，公司获

取商业银行优惠信贷政策的难度加大，这使得公司财务成本面临较大的上升风险，从而可能

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对策：未来，本公司将综合采用短期融资券、银行借款、公司债等多种债务融资方式筹

集资金，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的合理配置，尽量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经过周密的准备和

协调，公司发行 15 亿元公司债券的申请于 2012 年初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复，并已于 2012
年 3 月份成功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公司债券的发行，不仅缓解了公司当前资金紧张

的局面，同时能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4）业务运营风险 
福建省地处沿海，东濒我国东海与南海，面临台湾海峡，每年夏季受台风的影响较大。

如果遭遇特大台风，可能带来暴雨以及路面塌方、山体滑坡等事故，可能会造成高速公路暂

时关闭或破坏高速公路资产，导致公司车辆通行费分配收入降低，维护成本上升，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重大交通事故亦可能导致车辆通行速度降低，甚至迫使部分

路段暂时关闭，导致车辆通行费分配收入下降。 
对策：本公司拥有丰富的防汛抗台经验，近年来，公司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保

障机制，以保畅为首任，协调各养护单位配合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保

证路面安全畅通，尽量把恶劣天气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外，本公司一直重视高速公路的

维修及养护工作，定期对公路进行检查及清洁，保证路面情况的良好及畅通无阻；通过开通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加快了车辆通行速度；通过引进新型 LED 节能照明技术，实施隧道

照明改造；采用手机定位确定求助位置等，提高了高速公路路政施救等运营服务水平。 
（5）公司管理风险 
2011 年，公司走过了跨越发展的一年，企业的资产规模得以大幅度提高，养护、广告

业务重组后增加了两家子公司，对公司领导班子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公司目

前已经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体系和组织运行模式，但是随着未来公司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

的扩张，公司经营决策、组织管理、风险控制的难度明显增加。公司面临组织模式、管理制

度、管理人员的能力不能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风险。 
对策：公司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和监

事会的作用；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重大决策的科学高效，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决策风

险和公司治理风险。同时，经营层在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时，更加注重提高内部控制和风

险意识，在各项业务流程当中积极落实内部控制手册的相关内容，从源头上杜绝可能对公司

产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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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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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

润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营业利润

率比上年

增减（%）

高速公路

经营管理 
2,305,213,027.59 757,836,069.98 67.13 19.48 46.01 

减少 5.97
个百分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主营业务均属于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行业。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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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厦高速公路 863,751,939.99 23.14
福泉高速公路 1,229,405,588.75 19.24
罗宁高速公路 212,055,498.85 7.73
 

(3)主要经营指标变动分析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原因 

货币资金 232,419,606.37 112,632,030.82 106% 主要是公司资金储备增加 

应收账款 218,641,980.34 172,479,444.01 27% 主要是应收通行费分配收入增加

预付账款 176,959.93 1,070,764,874.28 -100% 
主要是 2011 年 1 月 18 日福泉高

速公路扩建工程基本建成通车结

转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18,548,333,012.65 11,175,962,394.04 66% 
主要是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预估增加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15,544,592.28 4,037,977,332.19 -100% 
主要是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转入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611,306.45 34,086,886.01 -98% 
主要是本期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

程拆除报废资产处置完毕 

无形资产 - 203,670.00 -100% 主要是本期无形资产摊销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4,908,934.40 15,598,988.37 -69% 

主要是上年福泉高速公路固定资

产清理计提减值准备 6,223.21

万元，并相应计提了递延所得税

资产 1,555.80 万元，该部分固定

资产本年已清理处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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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320,000,000.00 4,379,000,000.00 -70%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后，部分短期借款置

换为长期借款 

应付账款 2,465,417,915.56 1,518,968,506.26 62% 
主要是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暂估应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账款 142,670.20 - 
  

-  
主要是预收待上缴电子收费卡款

应交税费 101,685,486.27 138,940,197.69 -27% 主要是应缴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18,703,042.76 11,800,666.43 58% 
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银行借款

增加及借款利率上升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44,559,500.00 93,113,500.00 270% 将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6,644,024,121.91 2,760,378,601.92 141% 
本期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长期

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

债 
154,649,418.75 77,858,474.43 99%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主

体建成通车并预估增加固定资

产，路产折旧计提方法不同产生

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大所致 

会计报表项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增减幅度（%） 原因 

营业成本 768,509,996.31 527,869,617.98 46%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主

体建成通车，路产折旧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65,103,508.99 115,162,367.82 304%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主

体建成通车，银行借款利息停止

资本化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587,748.41 62,102,202.47 -89% 
主要是福泉高速公路扩建拆除待

报废的固定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94,105,325.11 -69,663,442.08 35% 
主要是浦南公司财务费用与路产

折旧增加导致亏损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3,218.27 4,513,151.63 -97% 主要是路政赔补偿净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20,728,875.74 56,096,197.77 -63% 

主要是上年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

程需拆除的部分公路安全设施，

处置净损失为 55,883,196.05

元，本年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

需拆除的部分公路安全设施，处

置净损失为 19,272,588.34 元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1,327,368.09 1,289,451,816.36 30% 主要是通行费分配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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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11,014,674.86 -4,680,347,298.24 -61%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后，工程支出有所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9,474,882.32 3,069,552,544.14 -92%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基

本建成通车，资金需求减少所致

 
5、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公司经营业务属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管理行业，主要从事福建省高速公路的投

资、建设、收费、运营和管理。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管理的已通车路段为泉厦高速公路、福

泉高速公路和罗宁高速公路（合计里程 282 公里），参股建设的浦南高速公路（里程 245 公

里）已于 2008 年底建成通车，投资的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全线已于 2011 年初基本建成通

车。公司自 2007 年底以来为实施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而发生的巨大资本支出已接近尾声。 
随着扩建后高速公路车流量的逐步恢复及增长，凭借公司经营路产的天然区位优势，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平潭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蓬勃发展，以及台海关系改善带来两岸交流的活

跃，预期公司通行费分配收入及经营性现金流量也将相应增长，未来几年，公司的财务压力

将得以缓解，在保障日常运营管理的有序平稳推进之外，公司也将采取灵活措施逐步降低负

债规模，届时公司将迎来一轮新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大好局面。 
但当我们冷静思考公司未来发展的时候，必须看到，当前公司的业务面比较窄，主营业

务过于单一，利润来源渠道主要依赖高速公路通行费。尽管公司资产规模近几年得以迅速提

高，公司主要路产的剩余经营年限相对较长，但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收费公路政策提出了许

多不同看法，国家今后对收费公路政策必将严格管理，给高速公路行业上市公司未来在资本

市场上的发展增加了更多困难。收费公路政策的变化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上市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可能束缚公司未来发展的手脚，为此，公司未来需要以更高的视角，更加宽广

的视野，去适应新时期公司发展所处的新环境。 
(1)新年度经营计划 
2012 年，是实施"十二五"战略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公司必须主动适应福建推进

海西建设、高速公路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抢抓机遇，不畏艰难，全力推进公

司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一方面，公司主要运营路段已完成拓宽改造，道路通行能力大幅提

升，服务海西经济建设和人民出行的基础更加牢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2012 年国

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对公司的经营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新的一年，公司要继续

加大力度落实运营服务和资金保障措施，要卓有成效地全面落实内部控制手册，要进一步抢

抓机遇，解放思想，思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公司所属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已于 2011
年初基本建成通车，实际的车流量恢复和增长形势较好，但扩建借款后公司负债水平较高，

利息支出较大，同时，福厦高速公路扩建通车后的路产折旧显著增加，预计将对通车后几年

的公司业绩构成一定压力。初步预计 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4.6 亿元左右，成本费用支出

15.31 亿元左右。2012 年，公司在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的同时，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①全面落实内部控制建设成果 
2012 年，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等相关要求，公司将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公司已于

2011 年底编制完成《公司内部控制手册》。今年，董事会将在往年加强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

上，强化对企业内部控制手册的落实工作，切实做好各项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效

提升公司内部控制水平，降低各种运营风险。同时，通过做好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和审计工

作，进一步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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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切实推进浦南高速股权处置工作 
截至 2010 年底，浦南高速竣工审计工作已基本完成，根据福建省审计厅审计报告（闽

审投报[2010]63 号），浦南高速实际总投资额为 102.63 亿元。2011 年，公司投资浦南高速的

亏损进一步扩大，为公司开展收购浦南高速股权工作带来了更大难度，公司将加紧研究可行

方案，采取适当措施着力加以解决。 
③积极谋划新时期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近年来，公司不断探索创新筹融资方式，先后通过公开增发和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成

功募集了 40 亿元左右的资金，为公司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为加速推进扩建工程进度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后，公司要站在更高的起点，拓宽视野，加强

对新时期公司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研究，以积极主动地应对高速公路行业未来可能

出现的政策瓶颈。为此，公司要继续解放思想，拓宽视野，重新审视公司未来发展方向，借

鉴国内其他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的经验，以高速公路为主体，在高速公路产业链下

发展多种产业，通过尝试适度多元化投资等途径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资产收

益率，推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实现经营业务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新突

破。 
（2）公司 2012 年主要的资金需求和资金安排 
①依据扩建工程实际资金支付情况及尾工工程进度安排，2012 年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

程辅助设施等尾工工程投资预算为 142,500 万元，其中泉厦高速公路扩建辅助设施等尾工工

程投资预算为 90,000 万元，福泉高速公路扩建辅助设施等尾工工程投资预算为 52,500 万元。 
②2012 年公司经营活动支出约 6 亿元。 
③分红资金安排 2.74 亿元。 
④偿还到期债务约 19 亿元。 
公司 2012 年资金需求主要通过发行 15 亿元公司债券和通行费分配收入解决，差额通过

银行借款解决。 
 
§6 财务报告 

6.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6.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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