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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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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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 600350 山东基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隋荣昌 程怀 

电话 0531-89260052 0531-89260052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 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 

电子信箱 sdhs@sdecl.com.cn sdhs@sde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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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9,929,777,585.28 87,969,945,006.57 80,359,625,413.30 2.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977,405,689.23 33,287,173,292.39 32,121,191,628.12 -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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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0,328,294.98 2,528,032,420.07 2,510,291,929.30 -34.72 



的现金流量净

额 

营业收入 4,049,639,902.51 4,761,607,723.15 3,351,124,649.55 -14.9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6,960,515.79 1,615,241,947.03 1,579,731,089.65 -84.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9,391,834.27 1,548,911,603.09 1,548,911,603.09 -91.0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77 5.54 5.63 减少4.77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3 0.336 0.328 -84.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3 0.336 0.328 -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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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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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9.67 2,870,656,188 0 质押 977,000,00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6.29 783,613,507 0 无   

山东高速集团-中金公司

-17山高 EB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其他 11.24 540,970,671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0.89 42,688,201 0 无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 16011组合 

其他 0.7 33,500,05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7 22,518,195 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优企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6,00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价值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33 15,665,555 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

其他 0.32 15,319,300 0 无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29 14,000,025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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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公司聚焦路桥主责主业，践行初心使命，紧紧围绕公司新发展理念推动各项工作，总结

公司 2020年上半年工作如下： 

（一）统筹疫情防控与路桥运营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公司成立工作小组专班，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所有路桥运

营单位和重点建设项目按期复工。上半年公司实现通行费收入 17.93亿元。疫情期间，公司按“三

不一优先”、“免费不免服务”的原则，免费放行车辆 5,651.41万辆次，减免通行费 25 亿元，彰

显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二）资本运作和资产经营稳步推进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4.84亿元，完成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1%股权收

购。轨道交通集团 2020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1.92 亿元，同比增加 175.93%。 

路桥主业收购方面，公司全力推进高速资产收购工作，开展尽调、第三方咨询单位选聘进场

等有关事项，同步储备优质高速公路收购项目；财务投资方面，完成 50亿元新旧动能军民融合基

金设立，储备优质项目 11个，实现畅赢金安等项目退出，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收费站资产盘活

方面，首批确定的 9 个盘活收费站中，济青零点、遥墙收费站盘活项目于 6月提前正式动工，打

造“普通公路服务区”和“司机之家”。 

（三）重点工程建设提速 

京台高速德齐段改扩建项目围绕关键节点和年度任务，加大投入，重排工期计划。2020年上

半年完成投资 2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55%，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2020年 4月 15日，按

期实现全线路基贯通。2020 年 5 月 30 日，提前完成第一次转序，为京台高速德齐段改扩建顺利

完成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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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附

注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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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