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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胡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桂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晓君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就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3 个月（“报告期”或“本期”）所编制第三季度报告未

经审计。 

1.5  除另有说明外，本报告中之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1.6  除另有说明外，本报告中有关本公司经营、投资及管理道路/项目以及所投资企业的简称，

与本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所定义的具有相同涵义。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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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0,766,433.13   45,264,524,190.36 44,923,734,271.98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59,849,973.19    18,394,846,638.50  18,374,542,643.63 -2.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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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50,098.87    1,315,484,564.59   1,285,546,527.77  -111.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426,364,518.01    4,198,269,281.67  4,185,407,889.41  -1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9,879,180.72    2,153,487,720.68  2,150,981,253.51 -7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5,568,037.03  1,926,625,242.02  1,926,625,242.02 -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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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11.81  12.10 减少 8.36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9   0.987  0.986   -7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9   0.987  0.986 -70.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明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053,503.78   6,160,511.32  
受托经营管理龙大公司取得

的托管费收入净额。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

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     1,384,733.13  

物流金融公司和融资租赁公

司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

入集团合并范围，被合并方

期初至合并日产生的净损

益。 

外汇掉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81,440,554.18   -50,632,498.18  

为锁定汇率风险，对 3 亿美

元境外债券安排外汇掉期，

因 9 月末美元较年初贬值，

确认掉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 

外汇掉期工具平仓收益  17,955,000.00   17,955,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9,940,739.19   20,463,879.19  

公司持有的水规院及联合电

服股权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提前偿还融资租赁款产生的财

务收益 
- 1,165,853.24 

包头南风提前偿还融资租赁

款产生的财务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270,594.22   259,773.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3,712,170.89   23,877,082.01  

收到政府拨付的总部经济发

展专项补贴资金等。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3,988.22   -1,990,285.06   

所得税影响额  13,791,272.49   -4,332,905.28   

合计  -41,365,603.61   14,311,1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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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根据本公司境内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所提供的股东名册，本公司的股东总数

24,208 户，其中 A 股股东 23,968 户，H 股股东 240 户。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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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20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729,838,042 33.47 0 未知 - 境外法人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654,780,000 30.03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411,459,887 18.87 0 无 0 国有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89,965,404 4.13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1,948,790 2.84 0 无 0 国有法人 

AU SIU KWOK 11,000,000 0.50 0 未知 - 境外自然人 

莫景献 10,832,780 0.50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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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1,573 0.48 0 未知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萍英 7,714,565 0.35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汇添富基金－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汇添富基金－

中英人寿－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008,093 0.23 0 未知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729,838,042 境外上市外资股 729,838,042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654,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780,000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411,459,887 人民币普通股 411,459,887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89,965,404 人民币普通股 89,965,404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61,948,790 人民币普通股 61,948,790 

AU SIU KWOK 11,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1,000,000 

莫景献 10,832,780 人民币普通股 10,83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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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1,573 人民币普通股 10,381,573 

张萍英 7,714,565 人民币普通股 7,714,565 

汇添富基金－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保险产品－汇添富基金－

中英人寿－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008,093 人民币普通股 5,008,0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新通产公司”）和深圳市深广惠公

路开发有限公司（“深广惠公司”）为同受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

圳国际”）控制的关联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以外，上表中国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上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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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经营信息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疫情”）对本集团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集团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率先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并通过加大优质项目市场开发力度、提

升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等开源节流措施降低疫情的负面影响。 

（一）收费公路业务 

收费公路 

集团 

权益 

比例 

收入 

合并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⑴

 

日均路费收入 

（人民币千元） 

日均路费收入 

（人民币千元） 

2020 年 

7-9 月 

同比 

增减 

2020 年 

7-9 月 

同比 

增减 

2020 年 

1-9 月 

同比 

增减 

广东省 - 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100% 100% 127 4.5% 460 8.0% 274 -27.3% 

机荷东段 100% 100% 352 7.9% 2,258 1.5% 1,353 -35.8% 

机荷西段 100% 100% 248 2.2% 1,892 -2.5% 1,117 -39.0% 

沿江项目⑵
 100% 100% 124 12.2% 1,683 6.5% 1,134 -22.0% 

水官高速 50% 100% 291 15.9% 1,879 -3.8% 1,100 -38.5% 

水官延长段 40% － 79 -11.6% 278 -22.1% 159 -52.5%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76.37% 100% 57 5.3% 2,647 5.1% 1,651 -31.0% 

阳茂高速 25% － 45 -15.1% 1,297 -16.6% 832 -46.9% 

广梧项目 30% － 46 25.2% 893 14.8% 545 -33.1% 

江中项目 25% － 181 4.6% 1,348 3.6% 770 -39.0% 

广州西二环 25% － 113 17.8% 1,816 5.0% 1,024 -35.6% 

中国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100% 100% 63 -3.2% 1,163 -6.4% 732 -36.6% 

益常项目 100% 100% 62 10.4% 1,216 1.2% 742 -33.8% 

长沙环路 51% 100% 56 10.3% 513 6.9% 318 -24.2% 

南京三桥 25% － 40 9.1% 1,584 15.9% 1,053 -24.9% 

附注： 

⑴  日均混合车流量数据不包含在实施节假日免费方案期间通行的免费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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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自 2018 年 2 月 8 日起沿江公司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此外，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交通局”）

与沿江公司签订的沿江项目实施货车运输收费调整协议，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

行于沿江项目的所有类型的货车将按正常收费标准的 50%收取通行费，深圳交通局为此给予沿江公司人民币

3.02 亿元的补偿。 

2020 年 1-9 月，主要受疫情及执行疫情期免费政策的影响，集团经营和投资的收费公路整体路费

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截至本报告日，有关疫情期免费政策的相关配套保障政策尚未出台，本集团

将积极与交通主管部门沟通，尽可能降低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疫情防控稳定后国内经济的渐进复苏，2020 年第三季度本集团经营和投资的收费公路整体车

流量已恢复正常并超过上年同期水平，但整体路费收入同比仅略增 1%，主要是取消省界收费站及

全面推广普及 ETC 的使用后，实施了新分段计费及收费标准、车型分类及收费标准调整、ETC 路

费优惠及计费规则调整、广东省分段计费政策及收费标准调整等收费政策所致。 

此外，收费公路项目的营运表现，还受到周边竞争性或协同性路网变化、项目自身的建设或维修、

相连或平行道路整修、城市交通组织方案实施等因素以及其他运输方式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⑴ 广东省–深圳地区 

报告期内，受益于沿线大型生产基地及建筑工程的全面复工复产，梅观高速货车车流量保持

良好增长，从而促进其总体营运表现；机荷高速作为横跨深圳东西方向的重要货运交通动脉，

随着区域生产经济活动趋于正常，其营运表现得到迅速恢复；受益于深圳前海及西部港区等

多个大型建筑工程的建设推进、沿线经济活动的复苏，以及东滨隧道沙河西侧接线西行段开

通带来的路网协同效应等正面影响，沿江高速日均车流量同比增长 12.2%。 

广东省实施取消枢纽互通匝道及站外里程收费等政策，对各路段收费里程进行重新梳理核准，

使得机荷高速、水官高速及水官延长段计费里程有所调整；此外，坂银大道（深圳市政路）

于 2020 年 5 月 1 日正式通车，对水官延长段车流量分流较为明显。 

截至 2020 年 9 月底，外环高速深圳段一期工程主线已全线贯通，一期工程全线长约 51 公里，

西起连接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向东经宝安、光明、坪地等地连接惠盐高速公路，项目贯穿深

圳市宝安、光明、龙华、龙岗、坪山等地，沿线将可对深圳市大空港新城等六个区域发挥重

要的交通融汇与集散功能。按照计划，外环高速深圳段一期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 

⑵ 广东省–其他地区 

许广高速的全线贯通使得清连高速作为华南地区至中原腹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凸显；

汕湛高速清云段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通车，对清连高速车流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清远

大桥于 2020 年 6 月中旬恢复通车后，部分通行连接线车辆选择行驶清连高速；沿线生产经营

秩序逐步恢复以及旅游季来临带来大众自驾出行需求增长。受上述因素的正面影响，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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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清连高速的日均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同比有所增长。 

报告期内，受收费政策调整、相邻路网相继开通、相连道路封闭施工以及阳茂高速部分路段

改扩建施工等负面因素的综合影响，阳茂高速的日均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同比降幅较大；相邻

路网施工使得部分车辆分流至广梧项目，促进了广梧项目报告期内的营运表现；佛清从高速

2018 年底与广州西二环相连后，促进了广州西二环短途车流量的上升，报告期内，其日均路

费收入同比略有增长。 

 (3)  其他省份 

报告期内，随着复工复产的全面推进，益常高速营运表现恢复正常，长益北线高速（长沙-益

阳）于 2020 年 8 月底正式通车，对益常高速车流量增长产生一定正面影响；武黄高速地处核

心疫区，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后武汉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逐步恢复，武黄高速车流量也逐步回流，

但受相交道路施工占道，2020 年 7 月以来湖北及周边省份遭遇多轮严重洪涝灾害等因素的负

面影响，其报告期内日均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同比均有所下降；受益于周边经济商圈的复苏及

长益北线高速等周边路网开通的正面影响，长沙环路日均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同比录得增长；

受益于周边及区域经济的较快恢复，南京三桥的日均车流量及路费收入均同比增长。 

（二）垃圾处理业务 

报告期内，本集团已收购完成蓝德环保约 67.14%的股份，并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起将其纳入本

集团合并报表范围。蓝德环保是国内重要的有机垃圾综合处理和建设运营企业，目前拥有 16 个有

机垃圾处理 BOT/PPP 项目，另外 2020 年新增中标项目一个（筹建），至本报告期，已投入运营项

目 7 个（含试运营），其中，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6 个，渗滤液处理项目 1 个。2020 年上半年，受疫

情影响，蓝德环保餐厨垃圾收运量降幅较大，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后餐饮行业的逐步恢复，以及蓝

德环保多举措加强各项目餐厨垃圾收运管理，自 6 月份起各项目收运量基本恢复正常，至本报告

期末，蓝德环保运营业务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在 EPC 建造业务和配套装备制造及销售业务（“装

备业务”）方面，随着本集团并购蓝德环保后其资金面得到改善，以及蓝德环保采取一系列管理提

升措施，积极加快工程建造进度和成本管控，至本报告期末，蓝德环保 EPC 建造业务及装备业务

收入同比取得较好增长。此外，由于联合体未能正常履约，光明环境园 PPP 项目已被终止。 

（三）清洁能源业务 

受政策驱动，2020 年陆上风电项目建设仍处于高峰期，南京风电生产任务饱满，但受年初疫情期

间复工延迟等因素叠加影响，上游关键零部件供应紧张和风电场工程建设进度普遍滞后，使得南

京风电生产交付及销售收入确认有所延迟，其 2020 年 1-9 月业绩受到了影响。南京风电新增的芜

湖生产基地已于 4 月底正式开工，下半年以来，南京风电进一步加强上游供应链的协调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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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产能投放与生产管理力度，全力以赴推进风机交付安装工作，并加强销售回款管理，确保达

成全年经营目标。 

包头南风在疫情防控期间不断加强风场运营及管理质量，经营生产活动基本正常运行；随着疫情

防控形势的好转，蒙西地区复工复产进程加速，用电需求规模持续扩大，以及得益于当地平稳的

风电政策环境，包头南风生产的风电上网情况良好，2020 年 1-9 月完成上网电量约 450,919 兆瓦

时，同比增长 15.25%。此外，根据 2020 年 9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内财资[2020]1279 号）文件

通知，包头南风下属 5 家风场已被纳入区域内首批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项目清单，首笔补贴资金

已到账。 

3.2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2.1 总体说明 

2020 年 1-9 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3,426,365 千元，同比下降 18.39%，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1,739,492 千元，同比增长 16.72%。2020 年 1-9 月集团实现路费收入 2,307,366 千元，同比下

降 33.17%，主要系受疫情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影响所致，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路费收入 1,261,438

千元，同比增长 1.06%。有关报告期内各收费公路项目的经营表现，请参阅上文 3.1 相关内容。2020

年 1-9 月集团大环保业务实现收入 652,996 千元，主要系南京风电、包头南风以及蓝德环保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8 日、2019 年 9 月 17 日和 2020 年 1 月 20 日纳入集团合并范围，分别带来一定收入

贡献。此外，贵龙开发项目本年 1-9 月未交付商品房，房地产开发收入同比有所减少。   

2020 年 1-9 月，集团确认营业成本 2,370,615 千元，同比增长 11.60%，主要系上述新收购项目纳

入集团合并范围，相关营业成本增加。 

2020 年 1-9 月，集团确认研发费用 17,310 千元，同比增加 10,647 千元，主要为南京风电、蓝德环

保纳入合并范围，集团研发费用有所增加。 

2020 年 1-9 月，集团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9,879 千元，同比下降 70.75%，主要受疫情

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影响，集团经营和投资的收费公路路费收入减少。其中，第三季度，实现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956 千元，同比增长 1.93%。 

2020 年 1-9 月，集团资本支出约 36.46 亿元。于报告期末，集团未偿还的有息负债总额为 22,632,508

千元（2019 年 12 月 31 日：16,821,439 千元），较年初增加 34.55%，主要系疫情期间公路免费造

成集团经营和投资的现金流入减少，外环项目依投资进展提取银团贷款，投资蓝德环保、万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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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国资协同发展基金等项目，以及蓝德环保收购后其负债纳入合并范围等。报告期末资产负债

率为 59.60 %，较年初增加 5.78 个百分点。 

3.2.2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20 年 5 月 29 日，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运营公司以人民币 699.09 万元签约收购广东博元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60%股权，相关交易手续已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完成，博元公司自该日起纳入本集团

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2）通过设立取得的子公司 

报告期内，本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并将其纳入本集团合并财务报

表的范围。新能源公司作为集团发展以风电为主，光伏、储能为辅的新能源产业投资、融资与管

理平台，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 亿元，已出资人民币 0.1 亿元，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为

人民币 0.1 亿元。 

3.2.3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056.95    62,689.44    -80.77   外汇掉期工具受汇率影响变动。 

应收票据  234,011.40   9,895.06   2,264.93  南京风电应收票据增加。 

应收账款 547,028.33    785,775.98  -30.38   南京风电应收账款减少。 

预付款项 796,198.70    335,836.77    137.08   
南京风电采购预付款增加、蓝德环保

纳入合并范围。 

存货   1,327,098.97      723,283.16      83.48  

南京风电存货增加、贵龙开发项目工

程进度增加以及蓝德环保纳入合并范

围。 

合同资产   874,972.28    450,892.55    94.05   
朵花项目代垫工程款增加及蓝德环保

纳入合并范围。 

长期应收款   943,653.78    432,552.20  118.16   融资租赁公司应收融资租赁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490,646.69    217,939.08    583.97   

参股投资万和证券及国资协同发展基

金。 

短期借款   1,402,065.02    363,877.74   285.31  根据市场资金形势增加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292,780.87    131,749.73    122.23   南京风电应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合同负债  1,332,763.06   953,225.97   39.82  南京风电预收风机销售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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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141,586.55   282,746.51   -49.92  支付 2019 年度员工绩效奖金。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608,769.99    505,101.99  416.48   

美元债由应付债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2,006,045.68    -     不适用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在建工程  69,225.59   15,197.60   355.50  

蓝德环保纳入合并范围。 
开发支出  7,157.05   -     不适用  

应交税费      376,450.52      257,407.14       46.25  

预计负债  26,933.58   10,284.57   161.88  

 2020 年 7-9 月 2019 年 7-9 月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646.56    8,011.75  70.33   
贵龙开发项目部分土地增值税汇算清

缴。 

销售费用  7,552.69   5,196.34   45.35  蓝德环保纳入合并范围。 

研发费用  5,761.63   3,680.48   56.55  
南京风电研发支出增加，蓝德环保纳

入合并范围。 

财务费用   76,248.77    202,128.83    -62.28   
受汇率波动影响，美元债的汇兑收益

同比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71,499.81    52,833.84    -235.33   

因汇率波动，美元债外汇掉期工具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营业外收入  1,372.17   5,775.91   -76.24  子公司上年同期收到税收返还款。 

营业外支出  5,084.35   1,812.92   180.45  子公司支付违约金。 

其他综合收益  -3,059.68   1,060.13   -388.61  
受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增加。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2,648.24    36,665.09    -38.23   路费收入减少，相应的附加税减少。 

研发费用  17,309.56   6,662.97   159.79  南京风电、蓝德环保纳入合并范围。 

信用减值损失  -3,876.37   9.57  -40,611.48  
南京风电、融资租赁公司计提应收账

款减值准备金。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0,168.62    77,033.33  -139.16   

因汇率波动，本年1-9月确认美元债外

汇掉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投资收益   351,807.34    806,254.10    -56.37   

应占所投资收费公路企业收益减少、

以及上年同期转让贵州圣博等四家子

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确认股权转让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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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4,472.14   1,060.33   321.77  
增值税加计抵减收益以及稳岗补贴收

入等增加。 

营业外收入  36,873.07   7,872.00   368.41  
收到政府拨付的总部经济发展专项补

贴资金等。 

营业外支出  12,995.99   3,573.46   263.68  支付防疫捐赠款以及违约金等。 

所得税费用   138,386.08    -41,168.04  不适用  

上年同期确认了沿江公司前期部分可

弥补亏损及公路资产减值等相关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6,750.10    1,315,484.56  -111.16   

受疫情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影响，

路费收入减少，蓝德环保纳入合并范

围以及融资租赁业务采购支出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所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5,161.36    341,485.05    -1,047.38   

2020 年 1-9 月投资并购支出增加，上

年同期收到联合置地公司减资款、转

让贵州圣博等四家子公司股权转让款

和赎回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71,561.15   -1,182,267.47   不适用  

发行疫情防控债和超短期融资券以及

贷款增加。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⑴ 2020 年 8 月 13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吸收合并部分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减少

管理层级，充分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益，以及满足机荷高速整体改扩建的需要，本公司拟吸

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机荷东公司和沿江公司。本公司作为合并方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上

述两家子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合并完成后本公司存续经营，机荷东公司和沿

江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注销，该事项已经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

期为 2020 年 8 月 13 日、9 月 29 日的公告。 

⑵ 2020 年 8 月 21 日，经董事会批准，本公司与有关各方签订了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和证

券”）增资协议，本公司出资约 9.5 亿元认购万和证券增资后约 8.68%的股份。万和证券为深圳

国资委控股并具有全牌照的综合类券商，主营业务发展稳定。本公司参与万和证券增资扩股项

目，一方面能够在投资并购、资本运作等方面为本集团提供金融资源和服务，产生协同和互补，

有利于本集团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以合理的价格投资万和证券，还能分享中国资本市场快

速发展的成果，实现比较理想的投资回报。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1 日的

公告。万和证券增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批准，至本报告期末，相关事项正在积极

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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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本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 亿股（含本数）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7 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公司将根据核准文件的要求及

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相关事宜。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

期分别为 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14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4 月 22 日、2020

年 7 月 14 日的公告及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通函。 

⑷  根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31 号），本公

司可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至 3 月 17

日发行的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到期。本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 日、2020 年 9 月 24 日发行了 2020 年度第二期及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规模均为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均为 270 天，发行利率分别为 2.40%和 2.60%。有关详情可参

阅本公司日期分别为 2020 年 2 月 24 日、6 月 30 日、7 月 6 日、9 月 23 日及 9 月 28 日的公告。 

⑸  根据中国证监会签发的《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03 号），本公司可采用分期发行方式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亿元绿色公司债券。本公司于 2020年 10月20日至 22日发行了 2020

年第一期绿色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 亿元，发行利率为 3.65%，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司日

期分别为 2020 年 6 月 3 日、10 月 22 日的公告。 

⑹  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本集团对库存资金在保证安全和兼顾流动性的前提下，利用部分库存

资金投资货币基金、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深圳国资系统内控股企业发行的融资类金融产品

等类型理财。报告期内，本集团未发生理财产品交易，截至报告期末，本集团理财产品资金

余额为 0 元，无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 

⑺  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23日召开的 2019年股东年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事项签署授权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需要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对非全资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7 亿元的担保；担保内容包括为融资担保和为银行保函

开立担保，担保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年会召开之日止。报告

期内未发生相关担保事项。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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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其他 

深圳国际/ 

深国际控股 

(深圳)有限公

司 

避免同业竞争以及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详情可参阅承诺方于 2007 年

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市场公布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或本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内容。 

2007 年 

10 月 
否 是 

其他 深圳国际 

就避免同业竞争及支持本公司业务

发展等事项作出了承诺，其中包括承

诺用 5-8 年左右的时间将拥有的高速

公路资产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注入

到本公司，详情可参阅深圳投控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市场公布

的《收购报告书》以及本公司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 日的公告。 

2010 年 

12 月 

是 是 

2011 年 

6 月 

其他 

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

司（“深圳投

控”） 

2010 年 

12 月 

是 是 

2011 年 

5 月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新通产公司/

深广惠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在深圳从事任何直

接或间接与本公司造成竞争的行业

与业务。 

1997 年 

1 月 
否 是 

注： 

（1）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深圳投控之附属公司深圳投控国际资本控股基建有限公司（作为买方）、深圳投控（作

为买方的保证方）、Anber Investments Limited（作为卖方）及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卖方的保证方）签订协议，

内容有关建议收购合和公路基建有限公司（“合和基建”）股份。经全面要约和配售后，至 2018 年 9 月 18 日止深

圳投控拥有合和基建 71.83%的股份。合和基建为一家于香港上市的公司，与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广东省高速公路

设施建设业务，目前拥有广深高速公路和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权益，合和基建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更名为深圳

控股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 

上述协议签订之前，深圳投控在未披露目标公司名称的情形下，就上述收购事宜向本公司询问是否考虑作为该项

目的收购主体。本公司根据深圳投控提供的收购目标公司业务、收购规模、收购完成时限等条件，认为其不具备

收购的可行性，无法进行该项收购，拟放弃该收购机会。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听取了有关汇报，对本

公司不进行该项收购表示认可。深圳投控在完成上述收购后，进一步表示将适时与本公司协商，履行其对本公司

作出的不竞争承诺，并与本公司就有关目标公司业务的具体安排作进一步探讨，按现有承诺约定的方式妥善解决

相关事宜。 

由于湾区发展与本公司均为上市公司，且湾区发展对境内高速公路资产无控制权等因素，深圳投控将与本公司就

有关业务的安排作进一步探讨，择机妥善解决相关事宜。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与深圳投控进行磋

商，要求深圳投控以合理的方式履行其不竞争承诺，切实维护本公司的利益。 

（2）鉴于拟公开发行可转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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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查。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国际及新通产公司，以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对相关事宜作出了承诺。报告期内，经本公司申请，中国证监会已终止有关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该等承诺

亦相应终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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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疫情及疫情期间高速公路免费政策影响，本集团经营和投资的收费公路路费收入在 2020 年 1-9

月同比普遍下降明显，导致本集团录得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约 70%。预计本集团于 2020 年全年的净

利润仍受该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2019 年本集团还确认了沿江公司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

以及贵州圣博等四家子公司股权处置收益，对上年度的净利润产生正面贡献 6.02 亿元。 

受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预计本集团 2020 年将会出现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情况，但本公司目前

无法基于可获取的信息作出更为准确的预测。本公司对此将予以密切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股东及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伟 

日期：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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