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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财务报表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并同时遵循香港公司条例以及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披露要求。
本材料如出现分项数之和与总计数尾数不符，乃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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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2021中期

（经重列）
变幅

营业收入 4,094 4,219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 1,209 -29.79%

每股收益（人民币元）注1 0.347 0.512 -3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注1 3.89% 5.45% 减少1.56个百分点

3

注： 深投控基建（持湾区发展71.83%股权）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入集团合并范围，故公司追溯调整以前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注1：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了永续债的影响



营业收入 4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占比 2021中期

（经重列）
变幅

营业收入 4,094 100.00% 4,219 -2.96%

收费公路 2,410 58.87% 2,782 -13.37% 注1

清洁能源 383 9.36% 347 +10.53% 注2

固废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 299 7.30% 305 -1.98% 注3

固废资源化处理-拆车及电池综合利用 152 3.72% 4 +3,789.00% 注4

其他环保业务 2 0.05% - -

委托建设与管理 413 10.10% 195 +112.46% 注5

房地产开发（贵龙项目） 25 0.62% 273 -90.76% 注6

特许经营安排下的建造服务 250 6.11% 187 +33.61% 注7

其他业务 159 3.88% 127 +25.28% 注8

注1：受疫情及广连高速开通分流影响，车流量下降

注2：新增中卫甘塘、永城助能等风电项目收入

注3：蓝德环保餐厨垃圾建造合同收入减少

注4：深汕乾泰业务增长

注5：朵花大桥、比孟项目建设进度推进增加收入

注6：贵龙开发项目交房数量减少

注7：确认了餐厨垃圾处理、沿江二期、机荷高速改扩建等项目的建造服务收入

注8：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增长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2021中期 变幅

收费公路

外环项目 441 418 +5.39%

清连高速 310 451 -31.25%

机荷东段 301 352 -14.45%

机荷西段 220 267 -17.55%

水官高速 271 312 -13.02%

沿江项目 229 274 -16.42%

益常高速 195 222 -12.00%

武黄高速 195 208 -5.91%

长沙环路 119 128 -6.86%

梅观高速 65 80 -18.83%

龙大高速 63 70 -10.50%

合计 2,410 2,782 -13.37%

收费公路业务收入 5



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 6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占比 2021中期 变幅

营业成本 2,501 100.00% 2,389 +4.69%
收费公路 1,261 50.40% 1,388 -9.17% 注1

清洁能源 149 5.96% 152 -1.91%

固废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 264 10.55% 274 -3.55% 注2

固废资源化处理-拆车及电池综合利用 150 6.00% 19 +693.23% 注3

其他环保业务 3 0.13% - -

委托建设与管理 333 13.32% 163 +104.25% 注4

房地产开发（贵龙项目） 15 0.59% 132 -88.75% 注5

特许经营安排下的建造服务 250 10.00% 187 +33.61% 注6

其他业务 76 3.04% 74 +2.52%

管理费用 193 - 170 +13.51% 注7

注1：车流量下降折旧摊销减少

注2：蓝德环保建造合同成本减少

注3：深汕乾泰业务增长

注4：朵花大桥等项目建设进度推进增加成本

注5：贵龙开发项目交房数量减少

注6：确认了餐厨垃圾处理、沿江二期、机荷高速改扩建等项目的建造服务成本

注7：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增加折旧摊销等费用



收费公路业务成本 7

125 122

196 207

89 100

978
832

1,388
1,261

2021中期

（经重列）

2022中期

（人民币百万元）

-3.04%

+12.75%

-14.94%

+5.71%

-9.17%

折旧及摊销  车流量下降

公路维护成本 新增水官高速路面维修专项维护成本

人工成本  外环高速二期开通

其他业务成本 武黄高速委托管理费随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经营利润 毛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变幅 2022中期 变幅 2022中期

收费公路

外环项目 203 +10.38% 237 +1.47% 53.88%

清连高速 184 -22.78% 126 -40.71% 40.71%

机荷东段 136 -8.65% 165 -18.71% 54.80%

机荷西段 53 -6.37% 168 -20.52% 76.17%

水官高速 239 -4.53% 33 -47.30% 12.03%

沿江项目 129 -15.73% 100 -17.30% 43.72%

益常高速 105 -8.97% 90 -15.27% 46.37%

武黄高速 111 -5.22% 84 -6.82% 42.96%

长沙环路 40 -29.15% 80 +10.44% 66.77%

梅观高速 32 -8.03% 32 -27.33% 50.07%

龙大高速 29 -13.99% 34 -7.25% 53.64%

合计 1,261 -9.17% 1,150 -17.54% 47.70%

收费公路项目经营利润和毛利率 8

经营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大环保及其他业务经营利润和毛利率 9

营业成本 经营利润 毛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变幅 2022中期 变幅 2022中期

大环保 566 +27.42% 270 +27.90% 32.27%

清洁能源 149 -1.91% 234 +20.24% 61.08%

固废资源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 264 -3.55% 35 +11.70% 11.72%

固废资源化处理-拆车及电池综合利用 150 +693.23% 2 -112.80% 1.26%

其他环保业务 3 - -1 - -55.62%

委托建设与管理 333 +104.25% 80 +154.99% 19.43%

房地产开发（贵龙项目） 15 -88.75% 10 -92.64% 41.05%

特许经营安排下的建造服务 250 +33.61% 0 0 0

其他业务 76 +2.52% 83 +57.38% 52.11%

经营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投资收益同比减少37.95%，主要为受疫情影响联/合营企业路费收入下降、阳茂高速资产摊销和利息费用化增加，以及德润环境上年

同期收到以前年度垃圾发电补贴收入和确认资产处置收益等。

注：包括云基智慧（原顾问公司）、贵州银行、晟创基金、贵州恒通利、淮安中恒、凤润玖及南京安维士

投资收益 10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2021中期

（经重列）
增减额

项目

应占联/合营企业投资收益：

联/合营收费公路企业

德润环境

联合置地（梅林关更新项目）

其他 注

130.28
126.57

17.35
55.52

286.22
163.09

-7.11
70.96

-155.95
-36.52
+24.46
-15.44

小计 329.71 513.16 -184.45

转让联/合营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 - 25.34 -25.34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9.28 7.71 +1.57

注销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 -0.08 - -0.08

合计 338.91 546.21 -207.30



财务费用 11

（人民币百万元）
2022中期 2021中期

（经重列）
变幅

项目

利息支出 576.71 568.64 +1.42%

减：资本化利息

利息收入

12.71

96.42

15.19

89.32

-16.31%

+7.95%

加：汇兑损失

其他

247.87

2.71

-26.62

0.35

-1,031.16%

+672.72%

财务费用合计 718.16 437.86 +64.02% 注

2022中期
2021中期
（经重列）

变幅

综合借贷成本—账面（%） 3.28% 3.94% -0.66个百分点

平均借贷规模（亿元） 321 304 +5.59%

-

+

-

+

注：主要因汇率波动持有外币债务产生汇兑损失等



资产负债概要 12

（人民币百万元）
2022.06.30 2021.12.31

（经重列）
变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495 25,561 -11.99%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注1 8.48 9.89 -14.22%

总资产 72,205 72,305 -0.14%

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507 5,457 +0.92%

总负债 44,004 40,772 +7.93%

其中：有息负债总额 33,217 30,409 +9.23% 注2

注1：每股净资产扣除了永续债的影响

注2：支付深投控基建股权收购款等导致借贷增加



负债率及偿债能力 13

2022.06.30 2021.12.31
（经重列）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 / 总资产） 60.94% 56.39%

净借贷权益比率（（借贷总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总权益） 98.26% 79.13%

净借贷/EBITDA（（借贷总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息税、折旧及
摊销前利润）

10.42 3.94

2022中期 2021中期
（经重列）

利息保障倍数（（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 2.94 4.10

EBITDA利息倍数（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 利息支出） 4.90 6.21



财务策略与融资安排 14

 使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债券资金等满足资金需求

 发行公司债、超短融等债券融资工具置换债务、补充运营资金

 争取条件较优的银行借贷，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

 密切关注资金市场动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维持健康财务状况

财务策略

融资安排



借贷结构 15

（于2022年6月30日）

 国内主体信用等级和债券评级维持最高AAA级，国际评级保持投资级别

信用
43.83%

1年以内
41.66%

固定
44.01%

人民币
60.68%

金融机构
58.63%

担保
56.17%

1-2年
18.52%

浮动
55.99%

外币
39.32%

债券
34.58%

2-5年
23.09%

其它
6.79%

5年以上
16.73%

信用类别

还款期

息率

货币类别

来源类别

借贷结构



现金流及财务资源 16

2022中期2021中期
（经重列）

16.70亿16.26亿

+ 0.44亿注

注：主要为上年同期湾区发展处置臻通实业股权
缴纳相关税费和本年收到留抵退税返还等

248.92亿273.59亿

-24.67亿

经营活动之现金流入净额及
经常性投资收回现金

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

2022年6月30日2021年12月31日
（经重列）

（人民币）



17

外环项目（一期及二期）

4.00亿

员工周转房

3.54亿

沿江二期

1.00亿

其他（包括：光明环境园项目、蓝德厨余项目、

机荷改扩建前期、外环三期等）

3.52亿

非股权投资

12.05亿元

深投控基建

53.02亿

南京安维士

2.00亿

利赛环保

1.21亿

深汕乾泰

0.72亿

股权投资

56.95亿元

资本支出

2022上半年资本支出

人民币69.0亿



资本支出计划 18

资本支出计划

（人民币亿元） 2022下半年 2023 2024 合计

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投资 13.57 11.37 1.13 26.07
外环项目 0.55 6.45 - 7.00

沿江二期 5.42 2.64 0.12 8.17

蓝德环保餐厨项目 3.48 0.67 0.29 4.44

光明环境园项目 3.81 1.54 0.69 6.05

办公物业购置及装修 0.27 - 0.04 0.31

长沙环路路面结构补强加固 - 0.06 - 0.06

利赛环保技改项目 0.033 0.003 - 0.036

股权投资 0.24 21.15 - 21.38

深投控基建并购（湾区发展项目）注 - 20.97 - 20.97

利赛环保并购 0.10 - - 0.10

晟创基金 0.14 0.18 - 0.32

合计 13.81 32.52 1.13 47.45

 机荷改扩建、深汕第二高速、外环三期等项目的前期资本开支约17.12亿元，该等项目的建设投资模式尚未确定
注：含所承债务的到期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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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营运简析
20

外环项目
（243.4万元/日，22.1万辆/日）

 外环二期于2022年元旦通车
 深圳东西向最便捷的高快速主干道
 疫情影响

沿江项目
（126.6万元/日，13.1万辆/日）

梅观高速
（35.8万元/日，13.0万辆/日）

龙大高速
（34.6万元/日，13.1万辆/日）

 外环高速路网协同效应
 疫情影响

机荷东段
（166.5万元/日，26.7万辆/日）

机荷西段
（121.7万元/日，17.5万辆/日）

 外环高速分流
 疫情影响

水官高速
（150.0万元/日，22.1万辆/日）

水官延长段
（18.0万元/日，5.2万辆/日）

 疫情影响

深圳地区项目

 疫情及管控措施对收费公路
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收费公路行业政策总体稳定

 路网变化给收费公路项目带
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收费公路——营运简析
21

清连高速
（171.3万元/日，4.4万辆/日）

 途经经济重镇、工业园区
和旅游景点

 二广高速连州联络线等路
网协同效应

 广连高速分流
 疫情影响

阳茂高速
（172.5万元/日，4.4万辆/日）

 改扩建完成，费率标准上调
 周边道路的路网贯通效应
 疫情影响

广州西二环
（109.0万元/日，7.0万辆/日）

 广佛肇高速分流
 疫情影响

南京三桥
（124.3万元/日，2.8万辆/日）

 过境车辆交通管制
 疫情影响

益常高速
（107.8万元/日，5.3万辆/日）

长沙环路
（66.0万元/日，8.2万辆/日）

 雨雪天气影响
 疫情影响

武黄高速
（108.0万元/日，6.5万辆/日）

 鄂州机场高速一期路网协同
效应

 疫情影响

其他地区项目

 疫情及管控措施对收费公路
业务产生负面影响

 收费公路行业政策总体稳定

 路网变化给收费公路项目带
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广深高速
（621.4万元/日，50.7万辆/日）
 广州-深圳的重要快速通道
 疫情影响

西线高速
（291.8万元/日，21.5万辆/日）

 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
路的组成部分

 广中江高速四期分流
 疫情影响



收费公路——整固与提升
22

外环二期

 9.35公里，2022年1月1日通车

阳茂改扩建

 79.76公里，于2021年12月完工通车

完工通车 在建工程

股权运作规划项目

沿江二期

 全长5.7公里，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和深中通道
深圳侧接线两部分

 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于2019年完工通车

 项目累计完工进度约74%

机荷改扩建

 项目获广东省发改委核准批复

 开展项目先行段及高压电力改迁等工作

 磋商项目合作的商务条款

深汕二高速

 沟通和报审工可方案、用地预审、投融资方案

外环三期

 规划里程16.8公里，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湾区发展

 2022年1月完成71.83%股权交割

 推动广深高速改扩建与土地开发

沿江公司

 注册资本减资38亿至28亿元，以回笼资金

 取消吸收合并沿江公司，湾区发展通过增资获取沿江公
司51%股权



大环保——固废资源化处理 23

国内重要的有机垃圾综合处理和建设运营企业

 有机垃圾处理PPP（含BOT）项目19个，有机垃圾设计处理
量超4,000吨/日，进入商业运营11个（设计规模2,440.5吨/日）

 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未达预期，建设进度有所滞
后，营运收入1.75亿元

 集团增资15.5亿元认购增发的2.7亿股股份，股比增至85.17%

国内领先的标杆精品示范项目

 总投资额不超过9.58亿元

 有机垃圾处理规模1,000吨/日+大件（废旧家具）垃圾100吨/
日+绿化垃圾100吨/日

 BOT模式，特许经营期10年+5年，计划2023年初完工

深圳市唯一《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
件》白名单资质企业

 0.72亿元增持13.33%股权，股比增至63.33%
 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报废拆解双业务

 与哈啰单车等企业开展电池综合利用业务；中标深圳地区回
收车辆报废处置项目

成为具有行业领先技术水平及规模优势的细分龙头，探索该领域其它投资机会

拥有深圳市龙华区生物质项目特许经营权

 1.3亿元收购70%股权，今年4月并表，报告期营运收入0.26
亿元

 特许经营期：餐厨垃圾处理10+5年、市政污泥处理25年
 生物质垃圾设计处理能力500吨/日
 投资0.36亿元提升改造，改造后：厨余垃圾处理能力650吨/

日，新增油脂处理能力30吨/日，垃圾收运量超600吨/日

蓝德环保 光明环境园

利赛环保 深汕乾泰



大环保——清洁能源 24

打造特色“一体化”清洁能源体系，成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圳力量

南京风电

 推动在手和储备项目落地，持续做
好淮安中恒、中卫甘塘、永城助能
等项目的后运维服务

 因疫情、储备订单项目实施延期、
在建工程进度缓慢等因素，生产经
营进度有所滞后

 加大管理整合和业务推动，提升盈
利水平

包头南风 总装机容量247.5兆瓦，上网
电量34万兆瓦时，收入1.16亿元

新疆木垒 总装机容量299兆瓦，上网电
量41万兆瓦时，收入1.92亿元

永城助能 总装机容量32兆瓦，上网电
量5万兆瓦时，收入0.24亿元

中卫甘塘 总装机容量49.5兆瓦，上网
电量5万兆瓦时，收入0.26亿元

淮安中恒 20%股权，按股比总装机容
量20兆瓦，上网电量12万兆瓦时

南京安维士

 自主知识产权的风机传动链技术，
齿轮箱维修业务市场占有率高

 累计签订销售订单金额2.25亿元

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风机制造 风场运营 风场运维



大环保——水环境治理及其他 25

 持股20%

 控 股 A 股 主 板 上 市 的 重 庆 水 务

（601158）和三峰环境（601827），

主要业务包括供水及污水处理、垃圾

焚烧发电、环境修复

 上半年贡献投资收益1.27亿元

 持股11.25%

 2021年8月于深交所创业板发行上市

（上市代码：301038）

德润环境 深水规院



 贵龙项目 二期二阶段商业配套物业及三期一
阶段住宅销售中，二期和三期的其他工程建设
中；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0.25亿元

 梅林关更新项目

住宅已售罄，2,700余套公寓已签约销售1,079
套，办公和商业未对外销售

上半年实现投资收益0.17亿元

委托管理及其他基础设施开发 26

 代建业务 外环项目、货运组织调整项目、
深汕环境园项目、朵花大桥项目、比孟安
置房项目等

 代管业务 四条路综合管养项目、临时发
卡站项目等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13亿元

 贵州银行 持股3.44%，上半年经营平稳

 融资租赁 持股100%，上半年新签约0.77亿元项目合
同，履约合同金额15.08亿元，已投放13.49亿元

 晟创基金 持股45%，主要投向工业危废和固废处置、
污水处理和风电新能源四类运营项目；截至2022年中公
司实际出资金额1.35亿元，完成2个项目的投资

 光明康养项目

三个PPP养老项目：光明两社区项目定位为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已运营）；光
明区社会福利院PPP项目定位为医养高品质
星级养老机构（计划2022年内竣工验收）

特许经营期：20.5年（含建设期0.5年）

土地开发与管理

产融结合智慧养老

委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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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环境与核心竞争力 28

 大湾区基础设施国资平台优势

 投建运管的综合集成管理能力和产业协同能力

 商业模式和技术管理的创新能力

 境内外的良好融资平台优势

机遇

 中国经济有望增速稳定并高质量发展

 高速公路网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脉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年度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国家推出一系列固废综合治理政策

 国家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双碳”战略目标实现

经营环境

核心竞争力

挑战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全球滞胀风险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收费公路业务

2022下半年重点工作 29

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发掘公路项目投资机会

推进在建项目的建设施工和拟
建项目的前期工作

拓展高快速路运维管养业务

实现集团业务信息化应用覆盖

打造公路产业链服务能力和智
慧深高速

深耕固废资源化处理和清洁能源细
分领域

通过投资新建和并购成熟项目形成
规模优势，打造品牌形象

做好现有项目的运营与建设，争取
项目新建及扩建机会

加大风电、光伏项目的开发与并购，
带动产业链业务协同，打造一体化
清洁能源体系

大环保领域

财务管理

关注货币政策及融资环境变化

拓宽融资渠道，提供资金保障

降低融资成本，确保财务安全

以信息化手段加强财务集中管控

公司治理

深化管理提升和机制改革，优
化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管理制度和授权体系，提
高决策质量和效率

坚守企业管制原则，确保各项
业务合规运行

完善安全管理体系
紧抓企业文化建设
完善优化多层次激励约束机制



30



股权结构 31

公司总股本2,180,770,326股，其中H股747,500,000股占34.28%，A股1,433,270,326股占65.72%。

31.608% 30.025%2.669% 18.868% 16.830%

100%100% 100%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
有限公司（A股）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
总公司（A股）

其他A股股东其他H股股东 晋泰有限公司
（H股）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交所：00548 上交所：600548）

100%

44.354%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联交所: 00152）



业务结构 32

100%

100%

100%

50%

25%

100%

100%

45%

51%

100%

100%

76.37%

89.93%

大环保业务

广东省-深圳地区

不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纳入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图示： 广东省-其他地区

中国其他省份

50%

收费公路业务

100%

40%

100%

100%

光明环境园

蓝德环保

深汕乾泰

深水规院

85.17%

63.33%

100%

11.25%

利赛环保70%

德润环境20%

100%
51%
20%

阳茂高速

广州西二环

西线高速注

广深高速注

南京三桥

武黄高速

长沙环路

清连高速

益常项目

包头南风

新疆木垒

永城助能

中卫甘塘

南京风电

淮安中恒

委托管理及其他基础设施开发

联网收费

工程咨询

数字科技

产融结合

其他业务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

25%

梅观高速

机荷东段

沿江项目

机荷西段

外环项目

龙大高速

水官高速

水官延长段

注：通过持有湾区发展71.83%股份，间接持有广深高速与西线高速之权益



收费公路项目一览表 33

收费公路 本公司权益 位置 收费里程
（公里）

车道数量 状况

梅观高速 100% 深圳 5.4 8 营运

机荷东段 100% 深圳 23.7 6 营运

机荷西段 100% 深圳 21.8 6 营运

水官高速 50% 深圳 20.0 10 营运

水官延长段 40% 深圳 6.3 6 营运

沿江项目 100% 深圳 36.6 8 一期营运
二期在建

外环项目 100% 深圳 60.0 6 一期营运
二期营运

龙大高速 89.93% 深圳 4.4 6 营运

阳茂高速 25% 广东 79.8 4 营运

广州西二环 25% 广东 40.2 6 营运

清连高速 76.37% 广东 216.0 4 营运

西线高速 50% 广东 98.0 6 营运

广深高速 45% 广东 122.8 6 营运

武黄高速 100% 湖北 70.3 4 营运

益常高速 100% 湖南 78.3 4 营运

长沙环路 51% 湖南 34.7 4 营运

南京三桥 25% 江苏 15.6 6 营运



环保项目一览表 34

环保项目 本公司权益 项目位置 产能/业务特点 并表/获取时间

新疆木垒 1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装机容量：299MW（乾智和乾慧合计249.5MW、乾新49.5MW） 2021年一季度

包头南风 100% 内蒙古自治区 装机容量247.5MW 2019年9月

永城助能 100% 河南省 装机容量32MW 2021年9月

中卫甘塘 100% 宁夏回族自治区 装机容量49.5MW 2021年12月

南京风电 51% 全国
专门从事可再生、新型能源风能发电业务，具备风场开发、建设
及运营管理经验和能力

2019年4月

淮安中恒 20% 江苏省 装机容量99MW 2021年7月

光明环境园 100% 深圳
有机垃圾处理量1,000吨/天
处理大件（废旧家具）垃圾处理量100吨/天
绿化垃圾处理量100吨/天

2021年2月（中标）

蓝德环保 85.17% 全国 设计处理量超4,000吨/天 2020年1月

利赛环保 70% 深圳 设计处理量500吨/天 2022年4月

深汕乾泰 63.33% 深圳
具有10余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电池回收与新能源汽车拆解
的核心技术

2020年12月

德润环境 20% 重庆/全国
一家综合性的环境企业，旗下拥有重庆水务和三峰环境等控股子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供水及污水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环境修复
等

2017年5月

深水规院 11.25% 深圳
水务一体化设计的综合性勘测设计机构，拥有水利行业、市政给
排水、工程勘察综合、测绘等多项甲级资质

2017年7月



日均路费收入五年历史数据 35

（人民币千元）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广东省-深圳地区

梅观高速 336.3 350.9 382.9 392.6 448.9

机荷东段 1,962.0 2,076.4 2,104.8 2,012.0 2,012.4

机荷西段 1,729.4 1,794.4 1,829.5 1,680.4 1,526.7

外环项目 注1 - - - - 2,523.5

沿江项目 1,093.1 1,273.5 1,459.1 1,498.4 1,619.6

龙大高速注2 - - - - 400.1

水官高速 1,762.8 1,738.1 1,786.4 1,658.5 1,808.7

水官延长段 314.3 328.6 331.0 252.8 244.1

广东省-其他地区

清连高速 2,016.5 2,084.1 2,293.2 2,274.5 2,399.5

阳茂高速 1,819.5 1,770.5 1,524.0 1,293.6 1,352.6

广州西二环 1,343.2 1,653.2 1,597.1 1,543.5 1,380.4

其他省份

武黄高速 1,004.9 1,055.5 1,130.2 1,059.5 1,311.4

长沙环路 373.4 394.6 427.8 511.5 816.3

南京三桥 1,269.7 1,341.4 1,393.2 1,516.9 1,301.3

益常高速 1,157.3 1,119.1 1,105.5 1,065.8 1,277.5
注1：外环一期自2020年12月29日通车运营；外环二期于2022年1月1日通车运营
注2：公司于2020年11月完成龙大公司89.93%股权的收购，2020年11月26日起将龙大公司纳入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2022上半年主要路段车型比例图 36

按收入统计

76.8% 74.6% 80.8%
52.6% 59.6%

77.5% 79.3%
63.3% 63.8% 63.3%

6.4% 6.8% 5.7%

3.7%
8.3%

6.9% 2.9%

5.0% 3.3% 3.8%

2.7% 2.7% 2.0%

3.0%
3.8%

2.7% 1.2%
6.2% 2.4% 5.1%

5.1% 5.9% 5.6%

20.6%
8.8%

3.7% 7.3%
5.3% 5.8% 6.1%

2.0% 1.8% 0.9%
8.5% 5.9%

1.3% 3.1%
2.8% 1.5% 1.6%

7.0% 8.2% 5.0% 11.6% 13.6% 7.9% 6.2% 17.4% 23.2% 20.1%

0%

100%

梅观高速 机荷东段 机荷西段 沿江项目 龙大高速 外环项目 水官高速 武黄高速 清连高速 益常项目

六类车

五类车

四类车

三类车

二类车

一类车

按车流量统计

91.3% 90.2% 91.9% 82.3% 82.9% 91.5% 91.1% 87.5% 83.4% 83.6%

3.7% 3.4% 3.3%
3.2% 5.7%

3.6% 2.0% 3.4% 2.4% 3.7%

1.0% 0.9% 0.8%
1.3% 1.8%

0.9% 0.6% 2.4% 1.4% 2.9%

1.6% 2.5% 2.2%
7.7% 3.2% 1.4% 3.1% 1.7% 2.9% 2.5%

0.5% 0.6% 0.3% 2.0% 1.9% 0.3% 1.0% 0.6% 0.4% 0.7%
1.9% 2.4% 1.5% 3.5% 4.5% 2.3% 2.2% 4.4% 9.5% 6.6%

0%

100%

梅观高速 机荷东段 机荷西段 沿江项目 龙大高速 外环项目 水官高速 武黄高速 清连高速 益常项目

六类车

五类车

四类车

三类车

二类车

一类车



深圳地区高速路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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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高速路网示意图
38



益常高速路网示意图清连高速路网示意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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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环路路网示意图南京三桥路网示意图

武黄高速路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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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55-86698069
86-755-86698002
http://www.sz-expressway.com 
IR@sz-expressway.com

本公司在此刊载的所有讯息均为可向公众公开之资料，
作为了解本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之用。本公司不
排除对上述内容进行调整，且事前不作任何形式的通
知。此外，本资料中的数据不构成任何诱导投资者买
卖本公司股票之意图，且不保证未来股价表现，敬请
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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