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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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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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80,346.10 元，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250,575,511.97 元为基数，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25,057,551.20 元，以现有股本

1,350,395,121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 0.19 元（含税）的现金股利，总计拟向股东分配现金

股利为 25,657,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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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运输在我国目前的交通运输体系中占重要地位，承担着全社会约 70%的货运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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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国发展

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形势做出的基本判断。

2018 年，我国全年宏观经济基本上被三条线索主导，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二是主动去杠杆，三是

美国加息。受外部贸易摩擦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国内股市汇

市波动加大，实体经济经营困难等问题影响下，经济运行呈温和回落态势。 

    吉林省公路交通运输仍处于基础设施深化发展、服务水平提高和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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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将促使公路路网质量和运输服务水

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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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667,121,636.84 6,308,761,005.18 5.68 7,084,275,974.0

0 

营业收入 851,383,331.41 973,620,166.74 -12.56 774,886,45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3,680,346.10 296,686,687.06 -17.87 191,946,75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2,721,380.61 183,681,132.36 32.14 189,195,04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93,530,414.22 2,893,269,066.36 20.75 2,654,815,979.3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79,489,610.55 684,494,737.10 -15.34 453,977,97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6 10.71 减少3.15个百分点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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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91,116.79 199,536,138.31 257,524,175.19 228,631,90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99,786.10 64,028,007.17 92,424,965.36 33,827,58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459,784.62 64,053,199.97 91,489,270.30 33,719,125.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22,876.33 108,304,263.76 196,334,388.18 184,628,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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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2,5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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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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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95,121 733,998,728 54.35 137,19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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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 0 无  国有法人 

赵庆   5,000,056 0.37 0 无  未知 

宋世麟   4,134,800 0.31 0 无  未知 

张震刚   3,743,900 0.28 0 无  未知 

孙晓东   3,381,400 0.25 0 无  未知 

苏成   3,039,200 0.23 0 无  未知 

全武范   2,530,000 0.19 0 无  未知 

梁波   2,271,740 0.17 0 无  未知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森木价值发现 1号证券投

资基金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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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亿元，营业利润 3.25亿元，实现净利润 2.41

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6.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68%，资产负债率 42.69%，

公司所有者权益 38.2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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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四、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33.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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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