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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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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战良、总经理汪春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
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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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110,281,652.65

12,513,505,946.42

-3.22%

5,048,500,361.61

5,016,176,476.09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410,958,621.31

8.35%

1,135,351,508.90

6.31%

161,435,234.27

31.45%

393,290,604.32

30.66%

151,723,812.80

25.22%

379,753,816.95

27.59%

813,375,899.95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30.00%

0.31

2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30.00%

0.31

2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4%

0.60%

7.83%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21,784.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84,555.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57,704.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468,278.54
13,536,787.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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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7,03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限售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条件的股份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冯梧初

40.84%

513,356,893

境内自然人

1.56%

19,659,309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6%

19,582,228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14,850,682

新粤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

13,201,086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12,174,345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1,853,046

国有法人

0.80%

10,073,699

0.71%

8,973,229

0.36%

4,587,56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409,977,151 冻结

数量
103,379,742

19,582,2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103,379,742 人民币普通股

103,379,742

冯梧初

19,659,309 人民币普通股

19,659,309

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850,682 人民币普通股

14,850,682

新粤有限公司

13,201,0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201,086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2,174,345 人民币普通股

12,174,345

11,853,046 人民币普通股

11,853,04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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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73,699 人民币普通股

10,073,699

8,973,229 人民币普通股

8,973,229

4,587,562 人民币普通股

4,587,562

4,14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4,5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新粤有限公司的控股母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股东哈尔滨哈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4,849,774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908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14,850,682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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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与本年初相比
1、货币资金
比年初增加1.97亿元，增幅35.07%，主要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8.14亿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2.71
亿元及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出8.86亿元。
2、应收账款
比年初增加6,022万元，增幅254.92%，主要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应收联合电子收费中心的通行费收入增加。
3、应收股利
比年初增加6,156万元，年初没有余额，全部为应收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股利。
4、其他应收款
比年初减少1,413万元，减幅50.01%，主要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回佛开高速谢边至三
堡段改扩建工程征地押金和广告租赁费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
本期末余额为0，比年初减少4,063万元，减幅100%，年初余额全部为公司投资的国债逆回购债券。
6、在建工程
比年初增加659万元，增幅221.67%，主要是本期发生佛开高速三堡至水口段改扩建工程立项前期
费用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期末余额为0，比年初减少887万元，减幅为100%，减少的原因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本期末已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全部转回。
8、短期借款
本期末余额为0，比年初减少1.5亿元，减幅为100%，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本期末已将
短期借款全部偿还。
9、应付利息
比年初增加5,048万元，增幅206.25%，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前三季度计提了应支付的中期票据利息
5,092万元。
10、其他应付款
比年初减少1.83亿元，减幅49.57%，主要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偿还股东委托贷款1.25
亿元和支付佛开高速谢边至三堡段改扩建工程质保金7,500万元所致。
11、长期应付款
比年初增加5,000万元，增幅2,472.64%，为母公司于本期向赣州赣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借入的
委托贷款。
（二）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
1、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加6,734万元，增幅6.31%，主要是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因车流量自然增长导致通行费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
6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比上年同期增加3,089万元，增幅5.57%，主要是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因车流量增长导致折旧费用增加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
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万元，增幅2.74%，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金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
比上年同期减少888万元，减幅8.64%，主要是公司增收节支导致管理费用下降。
5、财务费用
比上年同期减少3,527万元，减幅11.59%，主要是公司偿还有息负债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
比上年同期增加672万元，增幅101.0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广东高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
年同期收回北京格林恩泽有机肥有限公司委托贷款600万元；（2）母公司上年同期收回昆仑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欠款65万元，故两项目合计在上年同期冲减资产损失665万元；（3）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发生
额为科技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
7、投资收益
比上年同期增加4,082万元，增幅12.28%，主要原因是：（1）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车流
量自然增长及博深高速开通为其车流量持续带来正面影响，收入增长明显，投资收益增加2,500万元；
（2）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因收到盐田坳隧道转让补偿款，利润增加，导致投资收益增加1,900万元；
（3）对中国光大银行的投资收益增加330万元。
8、营业外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加1,700万元，增幅190.37%，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到
九江大桥停止收费补偿款2,000万元。
9、所得税费用
比上年同期增加2,366万元，增幅为39.62%，主要是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加9,228万元，增幅30.66%，变动的原因是受到以上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说明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主要核算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清算户收到的待拆分的现金通行
费收入大于已拆分划出部分的净流入，以及其他如往来款现金流入、投资性房地产收到的租金收入、
除税费返还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等收到的现金。本期同比增加2,218万元，增幅47.38%，主要是广东
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期收到九江大桥停止收费补偿款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
主要核算本期实际支付的所得税、营业税及其附加费等。本期同比增加3,762万元，增幅72.43%，
主要是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缴纳了2015年1-6月份企业所得税3,030万元，去年同期因税务亏损
没有发生缴交。
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同比增加4055万元，上期没有发生。主要是本期收回的国债逆回购投资额。
4、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主要核算公司因股权性投资而分得的现金股利。公司本期收到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现金股
利2.4亿元、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现金股利7,656万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股利4,376
万元、赣州赣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现金股利900万元、广东粤科科技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现金股利200
万元以及广东网络投资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金股利101万元。同比增加1.35亿元，增幅76.62%，
原因是本期收到参股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增加。
5、收到与其他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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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减少620万元，本期没有发生。主要是广东高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收回北京格林恩泽
有机肥有限公司委托贷款600万元。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9,479万元，减幅53.74%，主要是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1）支付佛开高速公路扩建和
大修工程款同比减少6,587万元；（2）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支付九江大桥修复工程
和大修工程质保金1,020万元，本期没有发生；（3）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支付全省
联网工程、土建专项工程款1,275万元，本期没有发生；（4）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专项工程款本期
减少600万元。
7、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本期没有发生投资支出，余额为0，同比减少5,547万元，减幅100%。
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同比减少1.6亿元，减幅76.19%，主要是公司本期借款减少。
9、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同比减少3.83亿元，减幅39.61%。本期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5.83亿元，全部为广东省佛开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本期偿还的有息负债。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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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控股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谋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粤高
速 A、粤高速 B，股票代码：000429、200429）于 2015 年 4 月 8 日起停牌。
2015年6月3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于2015年7月22日开市起
复牌。
2015年8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015年9月14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2015年9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82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本公司提交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有关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查阅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高速
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2015 年 07 月 01 日

www.cninfo.com.cn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广东省
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 08 月 28 日

www.cninfo.com.cn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 2015 年 09 月 15 日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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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5 年 09 月 25 日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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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证券代

品种

码

股票

证券简称

601818 光大银行

合计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股数
（元）

量（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算 股份来
（元）

528,000,000.00 235,254,944 0.50%

235,254,944 0.50% 912,789,182.72 43,757,419.58

528,000,000.00 235,254,944

235,254,944

--

--

912,789,182.72 43,757,419.58

科目

源

可供出售 2009 年
金融资产 认购
--

--

2009 年 07 月 22 日

2009 年 08 月 07 日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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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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