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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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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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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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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9,109,892,735.39 18,690,106,423.06 18,690,106,423.06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19,405,090.04 7,773,256,290.81 7,773,256,290.81 0.5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09,748,151.77 989,108,798.55 989,108,798.55 32.42 

营业收入 1,265,776,921.67 1,284,842,595.05 1,284,842,595.05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320,588,799.23 323,500,178.09 323,500,178.09 -0.90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12,304,105.72 307,818,717.11 307,818,717.11 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4 4.28 4.24 

减少0.24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68 0.1179 0.1179 -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68 0.1179 0.1179 -0.9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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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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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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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9 13,423,156 0 未知   

陈永顺 未知 0.18 4,966,182 0 未知   

高建民 未知 0.14 3,879,500 0 未知   

章月宝 未知 0.13 3,653,050 0 未知   

杨志勤 未知 0.13 3,51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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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 3,506,792 0 未知   

张卫勇 未知 0.12 3,330,000 0 未知   

高翠萍 未知 0.12 3,24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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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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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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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公司顶住了压力，经营情况总体保持平稳。

公司运营各路段车流量情况总结为“客车增，货车降”。客车流量方面，公司所辖路段均有小幅增

长，福泉路段同比增长 3.87%，泉厦路段同比增长 5.95%，罗宁路段同比增长 4.78%；货车流量方

面，公司所辖路段均有所下降，福泉路段同比下降 5.88%，泉厦路段同比下降 6.67%，罗宁路段同

比下降 1.27%。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通行费分配收入（主营业务收入）125,565.84 万元（公司所属各路

段月度经营数据请至公司官网查询），同比下降 1.15%，其中泉厦高速公路完成 47,302.93.96 万元，

同比下降 0.69%；福泉高速公路完成 66,986.50 万元，同比下降 1.79%；罗宁高速公路完成 11,276.41

万元，同比增长 0.72%。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6,577.69 万元，同比下降 1.48%，营业成本支出 37,525.11

万元，同比下降 1.68%，管理费用支出 3,076.23 万元，同比下降 10.92%，财务费用支出 19,914.57

万元，同比下降 9.99%，对浦南公司的股权投资确认投资亏损-4,578.04 万元，亏损幅度同比收窄

7.26%，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058.88 万元，同比下降 0.90%。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客车车流量同比保持小幅增长，货车车流量同比出现下滑，导致今年

上半年的通行费分配收入同比小幅下滑；受益于良好的成本控制、预算管理及资金使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明显下降，同时浦南高速亏损幅度同比收窄，公司总体经营业绩与去年相比基本持

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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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度报告中初步预计，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7.66 亿元左右，成本费用 16.14 亿元左右，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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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45.77%；成本费用合计为 6.48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40.15%；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3.21 亿元，占全年预计数的 57.32%。总体来看，通行费分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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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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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无。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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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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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