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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吉林高速 股票代码 6015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向东 

电话 0431-84664798  84622188 

传真 0431-84664798  84622168 

电子信箱 jlgs@jlgsgl.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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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199,744,699.57 3,681,878,905.74 1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87,470,427.81 2,055,510,095.05 6.4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4,350,801.27 236,462,766.69 164.04 

营业收入 365,449,136.08 363,082,135.96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60,332.76 151,441,142.75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946,672.25 146,291,448.94 -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8.08 
减少 1.86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2 -8.33 

 

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6,91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193 596,803,607 0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19 217,396,393 0 无  
 

四川中泰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291 3,535,308 0 未知  
 

黄玉梅 其他 0.127 1,542,900 0 未知  
 

钱睿聪 其他 0.126 1,531,858 0 未知  
 

洪长富 其他 0.112 1,352,799 0 未知  
 

李宽奇 其他 0.11 1,330,900 0 未知  
 

徐晓华 其他 0.107 1,298,000 0 未知  
 

于丽娟 其他 0.107 1,294,856 0 未知  
 

贾薇 其他 0.106 1,283,02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的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和政策环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议和年度工作计划，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力做好“通行服务，建设

融资、内部管控” 三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1）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5,449,136.08 元，较上年同期 363,082,135.96

元增加 2,367,000.12 元，增长了 0.65%。主要是车流量的增加带来了通行费的增长。 

（2）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不断完善  

 公司紧紧抓住“十二五”规划的有利发展机遇，不断完善内部经营管理，按照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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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要求，以提高管理水平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为目标，建立涵盖公司各管理层面、各

业务领域及各管理环节的内控体系，有效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呈现出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良好氛围。 

（3）认真抓好长平高速改扩建工程各项工作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加紧了长平路改扩建的前期准备工作，顺利完成改扩建工程的招

投标工作；同时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保证路况基本完好、安全畅通，为公司经济效益

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 

3.1 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48,805.79 30,151.28 61.87 
公司之子公司长春高速应收通

行费拆分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83,975,246.25  100.00 
预付长平高速改扩建工程及征

地拆迁款所致 

存货 635,139.44 7,831.00 8,010.58 
公司之子公司长春高速养护材

料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100,000.00 23,100,002.00 -95.24 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21,535,293.18 3,836,367.96 461.35 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5,520.00 7,140,136.55 -96.42 
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助 500万元

及赔偿收入 158 万元所致 

营业外支出 270,118.06 44,590.28 505.78 本期捐赠支出 20 万元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4,350,801.27 236,462,766.69 164.04 

本期收到施工单位投标保证金

及履约保证金 487,163,615.30

元，及返还投标保证金 9,510 万

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489,296.67 705,645,227.16 -107.86 
上年同期收到发行债券款项所

致 

 

2、其它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365,449,136.08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67,000.12 元，

增长 0.65%，完成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计划 72,774 万元的 50.22%；营业成本发生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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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26,447.49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975,415.24 元，增长 9.08%，完成年度营业成本计

划 21,937 万元的 49.15%。 

3.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收费公路 365,449,136.08 107,782,240.09 70.51 0.65 9.04 下降2.26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地区 365,449,136.08 0.65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主营为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收费公路，主要优势有： 

1、产业政策优势。高速公路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通行费收入，而通行费收入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车流量的大小，车流量的大小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景气度等有着密切的关

系。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区域间经济交流将不断扩大，道路流量将持续增长，这将给

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及充沛的现金流量； 

2、市场竞争优势。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管理，具有较强的竞争

性，抗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强，能够很好地回避经济周期风险； 

3、行业发展优势。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资及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大，

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对道路交通的需求将持续提升，由于市场化改革与行业整合等因素，

使本行业具有持续的成长性。 

3.4 投资状况分析 

1、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1 发行公司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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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

份 

募集方

式 

募集资

金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

向 

2012 公司债 78,920 10108.762 25558.762 53361.238 专户存放 

合计 / 78,920 10108.762 25558.762 53361.238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91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发行了

8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5.5%，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债券的起息

日为 2012 年 6 月 21 日。该债券的期限为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

行人赎回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2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已实际发行公司债券 80,000 万元，均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8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920 万元。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总 资 产

（万元） 

净 资 产

（万元） 

净 利 润

（万元） 

业务 

性质 

经营范围 

长春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 20,000 63.80% 100,989 92,467 1,020 

收费公路经营 

投资、养护公路及公路收费，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

械、木材、五金、交电批发、

零售 

吉林东高科技油

脂有限公司 

长春市 5,000 95% 7,849 -15,655 -603 
农产品加工 

大豆植物油加工、大豆、豆油、

豆粕购销及储运 

吉林高速德诚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 300 90% 337 305 -0.20 
物业服务 

物业服务、国内劳务派遣、自

用房屋租赁、仓储服务 

吉林省高速能源

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 3,000 公司持股

80%，控

股子公司

长春高速

持股 20% 

3,600 3,005 3 

成品油经销 

新能源开发；项目投资；成品

油存储、运输、销售；商品批

发、零售；建筑材料制造；生

物工程开发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长平改扩建工程 5,670,000,000 9.75% 104,711,614.27 552,555,515.12 0 

合计 5,670,000,000 / 104,711,614.27 552,555,515.12 / 

根据 2012 年 6 月 29 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吉林省

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基础[2012]19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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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准同意实施四平（辽吉界）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56.7亿元。 

2013 年上半年，公司加紧了长平路改扩建的前期准备工作，顺利完成改扩建工程的招

投标工作。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