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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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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1.2  董事赵志锠先生、董事陶宏女士及独立董事潘启良先生因故未能出席董事

会，分别委托董事长陈潮先生、董事钟珊群先生及独立董事何柏初先生代为出席

并表决。 

1.3  公司负责人陈潮董事长、总经理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财务部经理孙

斌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深高速 

股票代码 600548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深圳高速 

股票代码 0548 

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荣兴 吕瑞 

联系地址 深圳市滨河路北 5022 号联合广场 A座 19 楼 

电话 755-82945880 或 82945638 755-82945618 

传真 755-82910696 755-82910696 

电子信箱 Secretary@sz-expressway.com Putonglvr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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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2,048,571,657.58 2,304,207,693.08 -11.09 

流动负债(元) 1,118,597,708.08 368,356,792.38 203.67 

总资产(元) 7,479,335,949.05 7,105,308,870.56  5.2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5,725,998,360.60 5,952,865,584.17 -3.81 

每股净资产(元) 2.63 2.73 -3.81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2.63 2.73 -3.81 

 报告期（1 －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净利润(元) 187,483,349.87 708,696,753.50 -73.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68,942,729.46 160,578,683.15   5.20 

每股收益(元) 0.086 0.325 -73.55 

净资产收益率（%） 3.27 12.20  -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799,392.56 190,099,557.00   7.21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 

2.其它非经常性损益  （18,540,620.41）

其中：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收益）                        1,306,423.50 

政府补贴收入  （19,624,704.21）

其他营业外收入  （31,038.60）

其他营业外支出                                7.80 

企业所得税影响  （191,308.90）

合计 （18,540,620.41）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国内会计准则 境外（国际）会计准则 

净利润 187,483 208,705 

差异 

说明 

1.土地使用权摊销、股权收购溢价、固定资产折旧差异及递延税款差异  

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编制境外财务报告时，将本公司公路及构筑物所占

用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本公司收购梅观公司股权产生的收购溢价一并计入固定资产原值，并

按照工作量法计提折旧；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编制境内

财务报告时，将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将股权收购溢价作为股权投资差额，一并按直

线法摊销，由此造成的净利润差异计人民币 356.7 万元；按照本公司之会计政策，对上述

差异的所得税影响在编制境外报告时作递延税项调整，由此形成的净利润差异计人民币

-23.5 万元。 

2. 107 国道深圳段和 205 国道深圳段产权转让分期收款收入及政府补贴折现差异  

本公司于 2003 年度转让 107 国道深圳段和 205 国道深圳段，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的有

关规定，将应于本年度收取的税收等额补偿款已确认为 2003 年度收益，因分期收款而应

计的的折现利息不确认为 2003 年度收益，而于本会计期间，确认贴现利息收入计人民币

1,789 万元。而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将税收等额补偿款不确认

2003 年度收入，对分期收款的折现利息不予调整 2003 年度损益。由此形成的净利润差异

计人民币 1,7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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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股东总数为 43,583 户，其中非流通股法人股东 4户，A 股股东 43,073 户，H

股股东 506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已

流通或未流

通)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股东性质(国

有股东或外资

股东) 

HKSCC NOMINEES LIMITED  +1,425,900729,809,398 33.47% 已流通 未知 外资股东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

司  

0654,780,000 30.03%
未流通 无 国有股东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总公司  0457,780,000 20.99% 未流通 无 国有股东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0 91,000,000 4.17% 未流通 无 国有股东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0 64,640,000 2.96% 未流通 无 国有股东 

HSBC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  

+32,000 3,832,000 0.18%
已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909,711 3,612,781 0.17% 已流通 未知 自然人股东

ARSENTON NOMINEES LIMITED  0 3,000,000 0.14% 已流通 未知 外资股东 

RIGHT TIME HOLDINGS LTD  +100,000 700,000 0.03% 已流通 未知 外资股东 

贾小英  未知 645,600 0.03% 已流通 未知 自然人股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HKSCC NOMINEES LIMITED 729,809,398 H 股 

HSBC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 3,832,000 H 股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612,781 A 股 

ARSENTON NOMINEES LIMITED 3,000,000 H 股 

RIGHT TIME HOLDINGS LTD 700,000 H 股 

贾小英 645,600 A 股 

COASIA LIMITED 628,000 H 股 

中国工商银行-华安上证 18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525,523 A 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503,486 A 股 

朱文琪 500,000 A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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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 

业务收入 

主营 

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收费公路行业： 320,627,459.83 66,573,686.75 79.24 10.98 -0.58 1.56 

其中：梅观高速 117,416,656.14 16,012,747.12 86.37 28.31 11.50 2.06 

机荷西段 98,495,450.42 15,479,746.30 84.28 24.52 23.75 0.09 

机荷东段 57,602,734.13 7,507,458.67 86.96 25.71 19.36 0.69 

其中：关联交易 无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增减（％） 

深圳地区收费公路 313,974,594.97 10.16 

其他地区收费公路 6,652,864.86 71.07 

合计 320,627,459.83 10.98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 ％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收费公路业务经营增加盐坝高速 B 段及湖北隔蒲潭大桥。 

    2、本公司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转让了两条一级公路 107 国道（深圳段）、205 国道（深圳

段）的产权，导致报告期主营业务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发生较大变化。该两条一级公路转让前于

上年同期获取主营业务收入 4,092 万元，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14.16％。本报告期不再有该

一级公路路费收入。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转让了两条一级公路 107 国道（深圳段）、205 国道（深圳段）

的产权，导致报告期利润结构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发生较大变化。2003 年同期，两国道产权转让

使本公司获得营业外收入 64,633 万元，连同经营期间利润 2,607 万元，合计取得利润 67,240

万元、净利润为 57,069 万元，分别占上年同期利润总额、净利润的 80.18％、80.53%。本报告

期不再拥有该等收益。 

报告期与上年同期不包括两国道产权转让及转让前的经营获利相比，主营业务收入、净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 29.30%及 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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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本年度已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0.22 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6.04 亿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4.06 亿元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更

项目 

实际投入金

额 

产生收益

金额 

是否符合计

划进度和预

计收益 

投资建设盐坝高速 B 段 6.55 亿元 否 4.06 亿元 注 是 

合计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和收益的说明（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原因及变更程序说明（分具体项目） 无 

注：2003 年 6 月盐坝 B 段开通后，与盐坝 A 段形成局部的交通网络，使盐坝高速的车流量

和收费收入都有显著的提高。2004 年上半年盐坝高速路费总收入为人民币 1,470.7 万

元，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 80,808 元。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随着深圳市经济的发展和汽车拥有量的增加，预计本公司经营的高速公路收费业务收入将

进一步稳定的增长；本公司转让 107 国道与 205 国道所产生的盈利已在 2003 年的上半年入帐，

因此，预计本集团截至 2004 年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将比 2003 年同期减少 50%以上。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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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交易对方 
被收购 

或置入资产 
收购日 

交易 

价格 

自购买日起至

报告期末为上

市公司贡献的

净利润
注11

 

是否为 

关联交易 

广东省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 

收购其持有阳茂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2004-06-18 27,168 － 否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 

收购其持有江中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2004-06-14 16,950 － 否 

深圳华昱投资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浩然成实业有限公司 

收购其分别持有深圳华昱

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水官高速延长段项目公

司）10％、30％的股权 

2004-05-26 2,000 － 否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

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上述收购高速公路股权投资事宜，已分别于 2004 年 5 月、6 月支付完毕该股权

转让款，该等参股的高速公路联营公司均处于建设期。 

该等投资事项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关联方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深圳市梧桐岭索道有限公司 278,160.96 46,742,304.22 — —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西二环高速  

2004 年 5 月 24 日，本公司与广州市公路开发公司以及越秀交通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广州

越鹏信息有限公司签订合营协议，共同投资建设和经营广州市西二环高速公路，预期投资总额约为

人民币 30.03 亿元，其中人民币 10 亿元为注册资本。本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2.5 亿元，占项目合营

公司注册资本的 25%，经营期限从注册成立之日起计 30 年。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合营协议支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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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款人民币 6,250 万元，其余投资款将按工程进度出资。 

广州西二环起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广三高速公路，止于广州市白云区与北二环高速公路相接，全

长约 39.13 公里，双向六车道，预计 2007 年建成。广州西二环建成通车后，将与广州北二环高速

公路、京珠高速公路、广花高速公路、新机场高速公路、广三高速公路以及国道 324、321、105、

106、107 等公路相通，也是广州以西地区往来花都国际机场的必经之路。  

  

南京长江三桥 

2004 年 6 月，本公司投资参股南京长江三桥 25%的股权，涉及投资额人民币 2.7 亿元。本公司、

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亿阳集团、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总公司将分别持股 25%、45%、25%、

5%。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增资扩股合同支付首期出资款人民币 8,100 万元，其余投资款将按在年

内完成出资。 

南京长江三桥是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大桥及接线总长 15.6 公里，双向六车道，

概算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3.97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10.8 亿元。南京长江三桥已于 2003 年 5 月动工

建设，报告期已完成工程投资人民币 5.06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人民币 11.3 亿元，占概算总投资的

36.6%。2004 年度，计划完成主桥全部基础工程及引桥全部下部结构工程，完成投资额人民币 10

亿元，南京三桥预计于 2006 年建成通车。  

 

南坪快速路一期工程建设委托管理 

2004 年 2 月 11 日，本公司与代表深圳市政府的深圳市交通局签订项目管理协议，本公司被委

任为南坪快速路一期工程项目的工程项目管理人，该项目的预算工程费用约为人民币 22.68 亿元，

本公司享有的工程管理收益多少则取决于节余的工程费用。如该项目的实际工程费用节余或超支在

项目预算造价的正负 2.5%以内,该节余或超支全部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如节余或超支的金额大于

项目预算造价的 2.5%,超过 2.5%部分将由本公司与深圳市交通局平均享有或承担。项目详情可参阅

本公司于 2004 年 2 月 12 日在本公司境内外指定报刊上刊登的公告。 

今年上半年，该工程已有 8 个合同段全面开工，完成投资约人民币 0.97 亿元。预计南坪快速

路支线工程及主线起点至梅林检查站工程将于 2005 年 4 月 30 日前完工，整个项目能保证在合同期

内完成。在国家宏观调控形势下，工程材料价格于 4 月份回落，基本消除了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报告期已完成 9 个合同段合同价人民币 86,000 万元的招标工作，整体中标价格均控制在预算范围

内。本公司相信委托工程项目管理将为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截止 200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已收到深圳市政府财政拨付的首期工程款人民币 4亿元，累计

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7,642.6 万元。 

 

横坪公路工程建设委托管理 

2004 年 3 月 12 日，本公司与代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的龙岗区公路局签订项目管理协议，

本公司被委任为横坪一级公路工程项目西段长 17.182 公里的工程项目管理人，该项目工程费用预

算约为人民币 4.5 亿元，本公司享有的管理收益则取决于节余的工程费用。如该项目的实际工程费

用有节余或超支，任何节余或超支由本公司享有或承担。项目详情可参阅本公司于 2004 年 3 月 15

日在本公司境内外指定报刊上刊登的公告。 

今年上半年，已完成路基桥涵的施工招标、监理招标以及材料供应招标。本公司目标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该项目路基桥涵施工任务的 30%。  

  

22000044 年年半半年年度度利利润润分分配配方方案案  

本公司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的中期股息，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报报告告期期内内实实施施的的利利润润分分配配方方案案  

经 2003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200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03 年末总股本 2,180,7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1.9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14,333,000 元。流通股股东红利已在 2004 年 5 月 28 日前派发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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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320,627,459.83 288,901,180.42 113,202,377.42 127,221,594.56

减：主营业务成本 66,573,686.75 66,961,009.60 30,472,390.42 34,847,999.09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6,581,160.46 14,938,927.63 5,903,598.61 6,615,454.3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37,472,612.62 207,001,243.19 76,826,388.39 85,758,141.14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3,901,829.36 810,104.33 1,189,949.34 257,670.55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8,112,800.00 25,164,930.93 14,752,335.91 14,356,086.49

财务费用 513,369.64 9,767,734.97 -5,175,794.18 3,649,776.15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

填列) 
212,748,272.34 172,878,681.62 68,439,796.00 68,009,949.05

加：投资收益(亏损以"-"号

填列) 
-3,898,538.56 4,314,454.67 113,148,860.81 89,550,010.53

补贴收入 19,624,704.21 15,501,133.21 19,624,704.21 15,501,133.21

营业外收入 518,803.10 646,338,323.37 414,975.00 646,332,354.30

减：营业外支出 1,794,195.80 418,028.95 46,896.60 399,108.16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27,199,045.29 838,614,563.92 201,581,439.42 818,994,338.93

减：所得税 35,821,163.69 127,128,862.69 14,098,089.55 110,308,386.74

少数股东损益(合并报表填

列) 
3,894,531.73 2,788,947.73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合并

报表填列) 

五、净利润(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87,483,349.87 708,696,753.50 187,483,349.87 708,685,952.19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644,213,821.28 243,505,123.37 716,200,567.14 296,254,879.6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831,697,171.15 952,201,876.87 903,683,917.01 1,004,940,831.88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合并报表填列)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831,697,171.15 952,201,876.87 903,683,917.01 1,004,940,831.88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414,333,000.00 261,684,000.00 414,333,000.00 261,684,000.00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 417,364,171.15 690,517,876.87 489,350,917.01 743,256,8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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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以"-"号填列)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

单位所得收益 646,331,353.00  646,331,353.00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

少)利润总额 1,243,496.96  1,243,496.96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

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

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合营企业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将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由原来的应

付税款法变更为纳税影响会计法－债务法，涉及上年同期指标的追溯调整： 

    1、所得税会计政策变更，调减合并利润表去年同期所得税 1,215,696.28 元，调减了少数股东

损益 27,800.68 元，调增了净利润 1,243,496.96 元。 

    2、由于所得税会计政策变更，导致 107，205 国道产权转让当期发生的部分所得税费用追溯调

整到以前年度，同比期间调减了所得税影响 7,342,189.35 元。调增了非经常性损益 7,342,189.35。

    3、由于所得税会计政策变更调增了去年同期净利润，导致每股收益变化，调整前后分别为 0.324

元及 0.325 元。由于所得税会计政策变更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资产负债日后事项》的现金股利

分配的会计政策调整使得上年同期期初、期末净资产及同期净利润变化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发生变

化，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由 12.06％调整为 12.2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由 12.83％调整为

12.49％。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于 2004 年 5 月，本公司所持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顾问公司”）的股权由 70％变为

30％，为此，顾问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市中通高速智能交运系统有限公司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

顾问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纳入合并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403,576.17 元，本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30 日对顾问公司股权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913,286.26 元。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陈潮 

                                             2004-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