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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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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
举行了 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为便于 A 股和 H 股投资者的参与，说明会分
两场举行，第一场于 10:30~11:30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公
司会议室举行，第二场于 16:30~17:30 在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4 楼
会议厅举行，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以及董事会秘书罗
琨参加了上述两场会议。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行业分析师以及媒体记者等共 86
人次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就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经营表现、重点项目进展、未来发
展规划和策略等事项与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于本公告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深圳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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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说明会基本情况：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举行了 2018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 A 股和 H 股投资者的参与，说明会分两场举行，第一场于 10:30~11:30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本公司 310 会议室举行，第二场于
16:30~17:30 在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4 楼会议厅举行。

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以及董事会秘书罗琨参加
了上述两场会议。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行业分析师以及媒体记者等共 86 人次出
席了会议。

会议内容纪要：
一、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及董事长胡伟分别介绍了公司 2018 年上
半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思路和工作重点。
二、问答环节。出席会议的人员围绕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经营表现、重点
项目进展、未来发展规划和策略等事项与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司 2018 上半年经营表现？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业务？
答：2018 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约 26.8 亿元，同比增长 16.91%，净
利润 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42%。主要来源于集团原有经营和投资的收费公路
路费收入增长以及德润环境、益常高速等新收购项目带来的收益贡献，以及梅林
关城市更新项目补偿收益 1.31 亿元。
2018 上半年，实现路费收入 24.6 亿元，同比增长 14.42%，占集团营业收
入的 91.97%，仍然是集团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深长公司和益常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1 日和 2017 年 6 月 16 日起纳入集团合并范围，路费收入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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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亿元；其他附属收费公路路费收入同比增长 4.07%，主要受益于车流量自然
增长、三项目实施免费通行后车流量持续诱增等因素影响，大部分附属收费公路
均取得一定程度增长。
基于对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合理分析与预期，集团设定 2018 年的总体营
业收入目标为不低于 57 亿元，经营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总额（不含折旧
及摊销）控制在 17 亿元左右。2018 年，预计集团平均借贷规模（包含预收深圳
市政府有关三项目调整收费相关补偿款）及财务成本同比有所上升。
2018 年的收益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原有收费公路项目路费收入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2）新增项目（益常项目、德润项目）带来的全年盈利贡献。
3）贵龙房地产项目将持续贡献盈利，以及贵龙土地转让。
4）梅林关调整拆迁补偿方案，确认收益 1.26 亿元。
5）若三项目下半年确认政府收回，公司将确认一笔约人民币 16 亿元的资
产处置收益。
2、 联合置地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公司的影响？
答：新通产和本公司拟通过联合置地增资的方式引入一名专业地产开发商
作为战略投资者，主要为了增强联合置地在房地产开发、销售、管理、运营等方
面的能力，从而保证项目质量、降低项目风险、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最终提升该
项目的盈利能力，最大程度实现项目财务目标。
本次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实施完毕后，联合
置地收到 29 亿现金，将首先偿还对原股东借款，公司将收回现金约 14.21 亿，
引进战略投资者后，一是增加资本公积，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二是公司
提前收回现金，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及资产负债率，三是品牌开放商可充分利用
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在销售、物业管理等过程中控制成本、最大化实现项目的财务
指标。
3、 梅林关更新项目分几期推出？深圳近期出台的房地产新政对梅林关更
新项目的影响？
答：该项目住宅共 24.4 万平米，一期 11.5 万平米（其中保障性住房约 4 万
平方米，保障性住房是由政府投资），二期 6.6 万平米，三期 6.3 万平米；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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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万平米为其余公寓、商业、办公均在三期建设。商业将会有一部分由项目公
司持有经营。
对于对一手房限价等政策，公司将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自持商业物业等
方式，将影响尽量降低，使收益最大化。
7 月 31 日，深圳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通知》，其中规定：在新增供给方面，政策规定各类新供应用地上建设
的商务公寓一律只租不售且不得改变用途。
经公司与相关部门口头沟通，梅林关更新项目属于在此之前取得的土地，
不受该政策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有待进一步确定。
4、 三项目回购的进展？采取哪种方式的可能性较大？若产生资产处置收
益，将于何时确认？
答：根据约定，公司与政府相关部门将于今年年底前再次启动谈判确定三
项目回购事宜。政府的初衷，是希望回购三项目，并对三项目进行市政化改造，
优化深圳市整体交通布局。目前来看，深圳政府优化整体交通布局的规划未发生
重大改变，预计政府选择回购方案的可能性较大。
若政府选择方案二，公司将确认约 16 亿元的资产处置收益。根据会计规定，
若于年内处置完毕，该资产处置收益将于 2018 年内确认。
5、 关于机荷高速改扩建的情况如何？
答：机荷高速目前车流量已经饱和（2018 年上半年，机荷东日均 28 万辆，
机荷西 21 万辆），为了保障道路安全，提高通行效率，增强项目盈利能力，公司
计划拓宽机荷高速，目前正在开展改扩建立项的各方面工作，包括总成本、延长
收费年限等。
根据目前规划，该项目投资巨大，不亚于再建一条新的高速，公司正积极
与政府探讨具体方案，包括设计、工可报告、投融资模式等。
6、 收费公路项目及环保项目近几年的拓展目标？今年有落地的项目吗？
答：高速公路业务方面，公司将积极推进智能交通的研究和实施，提高通
行效率，保障路费收入稳定增长；以外环、沿江二期、机荷改扩建等重大项目为
载体，着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廉政工程、世纪工程，充分发挥好专业优
势，持续锻炼好队伍，确保工程优势不断层；与政府保持良好合作，精心策划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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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和运营模式，积极参与深圳交通网战略布局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基础设施建
设战略布局。收费公路项目投资内部回报率为不低于 8%。
环保业务方面，公司将与现有合作方以及行业领军企业建立战略合作，迅
速积累专业能力，加快壮大专业团队，共同拓展项目；深化贵州龙里、深汕等区
域的合作，力争短期内环保细分领域的水治理、固废处理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到
2019 年本战略期末，环保产业规模将不低于公司总资产的 20%。
目前，包括深汕合作区、贵州龙里以及湛江等地，公司均有洽谈中的项目，
力争年内有项目能够落地。
7、 人民币贬值对公司的影响？
答：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人民币自 6 月份开始，贬值幅度较大，对公
司的主要影响有：一、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发行了 3 亿美元 5 年期境外债券，
为规避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公司通过外汇掉期交易方式实现对汇率风险锁定。报
告期内，因人民币贬值，集团确认的掉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汇兑损失基本
实现财务对冲；二、公司于 5 月宣布派发 H 股股息，确定了 H 股派发价格，6
月份人民币快速贬值，至 7 月 H 股股息派发完毕，产生了部分汇兑损失；三、
考虑到港币贷款利率较低，约 1%，公司于四月份借款 2 亿多港币，该笔贷款未
进行汇率风险锁定，有一定的汇兑损失。损失敞口总体较小，整体风险可控。
8、 公司与百度有具体的合作项目吗？
答：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与百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公司将利用运营管理经验、资源优势，百度依托其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技
术优势，双方整合资源，在智能交通与智慧环保等领域探讨深入的合作机会，共
同拓展全国性的业务投资项目，推进百度“AI CITY”战略在交通和环保行业的
落地与赋能，实现深高速“人工智能+交通和环保”的深度智慧应用。具体项目
正在共同研发中，暂时还没有落地的项目。
9、 中美贸易摩擦对收费公路行业的影响大吗？
答：交通板块特别是公路铁路是偏防守的，特别是公路行业，我们认为受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小。
不同区域间的公路项目，由于车型比例不同，受港口贸易变动的影响不同。
一般而言，以小汽车通行为主的项目所受影响较小，货车占比较大的项目可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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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出口额下降，受影响较大。公司旗下路段大部分以小汽车为主，小汽车占比
在 90%以上，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小。
若中美贸易摩擦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对公司美元债会有一定影响，但公
司自债券发行之初已安排外汇掉期交易方式实现对汇率风险锁定，因此影响不会
太多。
10、

公转铁对公司收费公路项目的影响？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国家积极推进“公转铁”，主要是出于环保考虑，重点
针对煤炭、钢铁、砂石等粉尘较大的大宗货物。目前公转铁的相关配套文件及设
施等还有待完善。公司深圳地区收费公路以小客车为主，通往港区的货车以集装
箱车为主，其他路段上述大宗货物类货车数量有限，预计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影
响。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进展以及对公司收费公路车流的变化，及时调整
经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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