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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毕忠德 个人原因 冯秀明 

董事 刘先福 因公务 于莹 

独立董事 冯兵 个人原因 何建芬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96,686,687.06 元，以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50,688,141.46 元为基数，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25,068,814.15 元，以现有股本

1,213,20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 0.74 元（含税）的现金股利，总计拟向股东分配现金

股利为 89,776,800.00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林高速 60151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向东 徐丽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

4488号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浦东路4488号 

电话 0431-84664798     84622188 0431-84664798     84622188 

电子信箱 jlgs@jlgsgl.com jlgs@jlgsgl.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主要从事收费公路的投资、建设、营运和管理，管理的收费公路总里程为 151.7 公里。 

公司的核心资产是长春至四平高速公路（简称长平高速公路），长平高速公路自长春收费站至五里

坡收费站，全长 109.8 公里，与沈四高速公路、长吉高速公路相连，通过连接线与 102 国道相连，

是东北三省相互联系的重要路段。除长平高速外，公司还持有长春绕城高速 63.8%股份。 

    本公司拥有长平高速公路的特许经营权，通过对路产进行收费、经营、管理实现资金还贷任

务，并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2012 年 6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实施四平（辽吉界）

至长春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2015 年 10 月 30 日长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主体已基本建成并试通

车。长平高速公路改扩建完成后收费期限 25 年，自工程建成通车之日起计算。 

    高速公路的运输需求的强度与国家经济活跃程度紧密相关。2017 年中国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整体形势好于预期。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依然是公路运输需求稳步增长的保证。高

速公路客货运量在 2017 年仍保持一定速度增长，高速公路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这既是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快速、高效、便捷出行的迫切需求，也是全国公路路网质量和运输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直接体现，而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6,308,761,005.18 7,084,275,974.00 -10.95 6,324,011,086.04 

营业收入 973,620,166.74 774,886,453.29 25.65 561,507,251.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96,686,687.06 191,946,756.93 54.57 139,222,006.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3,681,132.36 189,195,045.72 -2.91 140,928,695.2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893,269,066.36 2,654,815,979.30 8.98 2,505,331,238.7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84,254,737.10 453,977,979.63 50.72 304,911,665.6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16 5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4 0.16 5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71 7.45 增加3.26个百分

点 

5.6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71,388,682.51 217,357,842.56 337,190,294.16 247,683,34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29,473.89 75,930,155.74 102,251,430.02 69,775,62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8,718,416.75 75,929,769.93 101,641,927.47 -42,608,981.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585,129.25 200,718,885.84 197,611,186.50 159,339,535.5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5,48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4,7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公司 
0 596,803,607 49.19 0 无  国有法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 189,662,887 15.63 0 无  国有法人 

宋世麟  5,200,000 0.43 0 无  未知 

孙晓东  3,276,900 0.27 0 无  未知 

苏成  2,698,300 0.22 0 无  未知 

全武范  2,560,000 0.21 0 无  未知 

李梅芳  2,437,800 0.20 0 无  未知 

林安通  2,016,600 0.17 0 无  未知 

沈盛  1,970,000 0.16 0 无  未知 

梁波  1,910,709 0.1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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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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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是通行费收入）9.74 亿元，营业利润 3.76 亿元，实现净利

润 2.67 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3.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95%，资产负债率

48.9%，公司所有者权益 32.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18%。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长春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高速公司)、吉林高速德诚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诚物业公司)和吉林省高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能源公司)3 家子公司纳

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