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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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晶祥 工作原因 马越舒 

董事 高晓兵 身体原因 马越舒 

独立董事 于莹 工作原因 战国义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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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拟定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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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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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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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长平高速外，公司还持有长春绕城高

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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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非常依赖于整体经济景气

度。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产业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由于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世界经济步入“大封锁”，世界经济全面下滑。全球经济下滑带来交通运

输及能源需求断崖式下降。但是，新冠疫情外部变量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疫情发

展的不确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但并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格局。 

    随着国家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宏观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恢复

性增长态势。疫情期间被压抑的需求、被掣肘的供给都在逐步恢复，需求端反弹明显。国家的经

济发展，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来推动，从经济学角度看，改善供给也是扩大需求：改善供给结构可

以更好满足需求；改进供给服务可以引导内需；创造新的供给可以派生出新的需求。故此，创新

驱动正加快催生新动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从整个交通行业来看，智慧交通、

绿色交通、科技交通正不断取得新进展，交通需求必将伴随绿色交通、智慧交通的不断推进而加

速释放。 

    目前，全国范围内国民经济活动日趋正常，高速公路车流也在逐步恢复。但因疫情具有持续

性和变异性，在疫情完全结束前，非必要的出行会减少，车流量很难达到往年正常水平，对高速

公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影响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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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6,652,228,346.90 6,511,709,568.46 2.16 6,667,121,636.84 

营业收入 850,389,011.24 780,866,926.11 8.90 851,383,33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9,207,391.30 189,417,989.03 -47.63 243,680,34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7,582,656.33 175,638,708.63 -61.52 242,721,38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756,498,287.25 3,657,290,895.95 2.71 3,493,530,41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5,653,311.69 480,206,892.52 -15.53 579,489,61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14 -50.00 0.19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14 -50.00 0.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68 5.30 减少2.62个百分点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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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51,164.04 107,585,617.01 254,131,038.58 429,521,19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778,588.94 -24,031,379.63 86,717,371.86 83,299,98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46,745,736.83 -24,017,345.56 85,580,233.54 52,765,505.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518,770.16 -38,084,203.11 147,182,776.31 284,035,9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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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7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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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33,99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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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成 0 3,040,600 0.23 0 无   未知 

吴琼 400,000 2,734,200 0.20 0 无   未知 



马骉 480,000 2,713,000 0.20 0 无   未知 

冼杰辉 2,708,900 2,708,900 0.20 0 无   未知 

梁波 17,200 2,358,240 0.17 0 无   未知 

沈盛 54,000 2,200,200 0.16 0 无   未知 

沈伟立 1,109,100 2,113,700 0.16 0 无   未知 

苏耀宝 200,000 2,090,2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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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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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亿元，营业利润 1.13 亿元，实现净利

润 0.67 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6.5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6%，资产负债率

39.07%，公司所有者权益 40.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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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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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高速德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高速能源有

限公司、吉林省吉高千方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科维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5 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详见财务报表 “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与“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