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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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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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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 及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 联 交 所 ” ） 网 站 

http://www.hkexnews.hk 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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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新华 公务 姚永嘉 

董事 胡煜 公务 姚永嘉 

独立董事 张柱庭 公务 陈良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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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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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沪高速 600377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00177 - 

ADR 美国 JEXYY 47737310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永嘉 屠骏、楼庆 

电话 025-84469598 025-84362700-301835，301315 

办公地址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电子信箱 jsnh@jsexpw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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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33,738,275 42,532,491,238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4,921,458,372 23,520,283,963 5.96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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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789,107 2,573,346,735 3.48 

营业收入 5,141,779,834 4,669,035,065 1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88,142,065 1,899,660,185 3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64,178,465 1,892,141,366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82 8.20 增加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39 0.3771 30.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3,043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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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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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44 2,742,578,825 0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589,059,077 0 无 0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境外法人 2.93 147,487,300 0 未知 0 

BlackRock, Inc. 境外法人 2.43 122,598,378 0 未知 0 

JPMorgan Chase & Co. 境外法人 1.45 73,217,693 0 未知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45 72,945,765 0 未知 0 

建投中信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85 42,572,894 0 未知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境外法人 0.20 9,953,812 0 未知 0 



公司（台湾）－自有资金 

国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19 9,553,937 0 未知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台湾）－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19 9,432,5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2）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本公司关联方、

战略投资者和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而成为本公司前十名

股东的情况；及（3）H股股东的股份数目乃根据香港证

券及期货条例而备存的登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路桥项目的客货车流量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通行费收入稳步增长，新建路桥

项目推进顺利；在配套业务方面，沪宁高速公路服务区稳步推进升级转型战略，“外包+监管”和

平台拓展经营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新的突破；在股权投资方面，资本功能进一步放大，

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拓宽了投融资渠道，逐步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人民币 5,141,780千元，同比增长约 10.13%，其中，

实现道路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3,593,486千元，同比增长约5.62%；配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718,470

千元，同比下降约 15.29%；房地产销售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797,720 千元，同比增长约 106.24%；

广告及其他非主营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32,104千元，同比增长约 1.44%。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利润约人民币 3,156,461 千元，同比增长约

2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2,488,142 千元，每股盈利约人民币 0.4939元，



同比增长约 30.98%。各类业务进展及表现分析见本节下文。 

 

1. 收费路桥业务 

 

(1) 业务表现及项目营运分析 

本报告期，本集团实现道路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 3,593,486 千元，同比增长约 5.62%，通行

费收入约占集团总营业收入的约 69.89%。 

按照江苏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上半年度江苏省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发展结构进一步

调整，发展动力进一步转换，GDP 同比增长约 7.0%，受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集团拥有的路桥项

目总体车流量保持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沪宁高速日均流量 96269 辆，同比增长约 5.73 %，其中客车流量同比增幅约为

6.43%，货车流量同比增长约 3.06%，客货车流量占比分别约为 79.83%及 20.17%，保持相对稳定；

沪宁高速日均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 13,399.69 千元，同比增长约 5.07%，占集团通行费总收入的

67.49%。 

报告期内，宁常高速、镇溧高速、无锡环太湖公路交通流量依然表现突出，交通流量同比增

长分别约为 14.41%、16.22%、19.80%，日均交通流量与收入增幅均高于路网内其他道路；2016

年末新开通常嘉高速表现抢眼，与去年同期相比流量增幅为约 33%。广靖高速由于江广高速扩建

限货导致货车流量波动较大，同比下降约 3.7%。 

(2) 业务发展 

加快推进新建项目建设 

公司于报告期继续有序积极推进新建路桥项目建设。截至报告期末，五峰山大桥项目已经累

计完成投资约人民币 54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约 44.84%；镇丹高速项目已经累计完成投资约人民

币 15.76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约 91.06%，预计今年年内建成通车；常宜高速一期工程已累计完成

投资约人民币 14.94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约 39.32%；宜长高速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约人民币 12.11

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约 30.44%。 

协调解决宁连公路潘家花园站撤站补偿事宜 

近年来随着公路沿线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潘家花园站已经位于城市副中心区域，为服务江

北新区发展，南京市政府于 2017年 5月份正式向江苏省政府提出申请，请求撤除潘家花园收费站。

2017年 11月，江苏省政府向南京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同意撤销宁连公路潘家花园收费站的批复》

（苏政复〔2017〕99号），同意撤销潘家花园收费站。2018年 5月 24日，本公司与江苏省公路局、



高管中心、六合区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宁连公路南京段经营权终止协议，协议约定撤站补偿金由六

合区政府承担。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收到经第三方评估报告确认的 49,930千元补偿款项。有关该

项目的详情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及 2018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联交所网站 www.hkex.com.hk发布的相关公告。 

 

2. 配套服务经营 

本公司的配套服务主要包括沪宁高速沿线服务区租赁、油品销售、餐饮、商品零售及其他相

关业务。配套服务收入的变化主要依赖于成品油销售情况以及各服务区客流量的变化，与沪宁高

速交通流量的变动相关。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配套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718,470 千元。 

为推动沪宁高速沿线 6个服务区经营效益和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司制定了服务区经营模

式改革方案。截至本报告期末，梅村服务区、黄栗墅服务区、仙人山服务区均已完成升级改造并

对外开始营业；阳澄湖服务区和芳茂山服务区于 2018年 4月完成经营权外包合同签署工作，其中，

阳澄湖服务区外包 9年租金总额人民币 1.85亿元，芳茂山服务区外包 8年租金总额人民币 1.8526

亿元。报告期内，服务区实现租赁收入约人民币 80,649 千元，同比增长约 79.81%，经济效益已

经逐步体现。 

在公司油品方面，公司积极应对成品油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主动争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受

油品销售量同比下降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配套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15.29%，但公司 2018

年新签订的油品采购合同进一步提高了油品利润，本报告期油品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约 7.37个百

分点，带动配套服务业务毛利率同比上升约 4.78个百分点。 

 

3.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南京、苏州、句容三地的房地产限购限贷调控政策不断升级，控房价防泡沫与去

库存并存；公司在现行调控政策下，积极推进各竣工楼盘的交付工作，努力提高去化率；交付项

目主要包括南门世嘉和少部分句容 B 二期，以及其他项目零星尾盘，分别为句容“同城世家”一

期和二期项目、苏州庆园项目、花桥 B19“同城•光明馨座”项目，以及花桥 C4“同城•虹桥公馆”

和花桥 B4“同城•光明捷座”项目。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地产销售收入约人民币 797,720千元，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106.24%。

目前本集团地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宁沪置业。宁沪置业税后净利润约人民币 113,691 千元，同比增

长约 66.51%。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新增南门世嘉集中交付，交付规模同比增长。 



瀚威公司开发的瀚瑞中心工程建设和销售工作按计划推进。已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甲

级写字楼（1号楼）完成 1-3层，裙楼 1-4层；LOFT办公（2号楼）完成 1-16层；酒店式公寓（3

号楼）完成 1-17层。2017 年 11 月，2号楼与 3号楼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并开始预售，预售情况

良好。 

 

4. 广告及其他业务 

本公司其他业务主要包括子公司宁沪投资等公司的广告经营及宁沪置业的物业服务等。报告

期本集团实现广告及其他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32,104千元，同比增长约 1.44％。 

 

3.2 财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141,779,834 4,669,035,065 10.13 

营业成本 2,256,373,175 2,071,770,067 8.91 

销售费用 11,592,289 8,647,259 34.06 

管理费用 85,500,282 79,798,689 7.14 

财务费用 253,212,505 211,683,150 1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789,107 2,573,346,735 3.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0,771,692 -2,753,025,007 -63.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0,230,628 251,138,196 - 

研发支出 -  -  -  

税金及附加 107,395,338 45,218,867 137.5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94,467 2,543,880 - 

投资收益 730,532,269 291,449,163 150.66 

资产处置收益 -215,505 -1,578,917 -86.35 

营业外收入 9,282,569 1,726,197 437.7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道路通行费收入和地产业务结转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约 10.13%。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地产业务结转收入增加，导致房地产成本同比增加约人民

币 2.58亿元。同时，由于交通流量增长，公路经营权摊销费用相应增加，公司总体营业成本同

比增长约 8.91%。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瀚威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南部新城项目报告期增加的广告宣传费

和房屋销售代理佣金费用增加导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约 34.06%。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人工成本的刚性增长，以及房屋维修费用的增加，导致管理费用

同比增长约 7.14%。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在建路桥项目公司资本金的陆续投入导致公司有息债务平均持有额同比

增加；同时由于上半年金融市场监管趋紧等原因，报告期市场资金成本上升，公司有息债务综合

借贷利率同比增加，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约 19.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通行费收入的增长以及瀚威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贡献的经营净现金流入，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的现金净流出，以及对外支付

的在建路桥项目建设资金同比减少，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大幅增长。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子公司收到出资款同比减少，以及分配股

利支付的现金流出同比增加，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无 

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子公司宁沪置业地产项目交付，且交付收入主要来自营改增

前，以及土地增值税预清算计提相关税费，导致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宁沪投资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报告期联营公司贡献的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以及公司按照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准则要求合并瀚威公司，对购买日之前公司持有的瀚威公司股权，按照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了评估增值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报告期资产处置损失的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报告期合并瀚威公司形成的负商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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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486,094 1,101,969,427 69.33 5.62 8.43 减少 0.80 个百分点 

沪宁高速 2,425,343,255 645,318,177 73.39 5.07 14.05 减少 2.10 个百分点 

宁连公路 12,014,124 2,103,673 82.49 -26.98 -79.30 增加 44.27 个百分点 

广靖高速及锡澄高速 425,941,644 108,289,749 74.58 2.60 2.89 减少 0.07 个百分点 

宁常高速及镇溧高速 562,154,981 264,516,223 52.95 11.17 1.55 增加 4.46 个百分点 



锡宜高速及无锡环太

湖公路 

168,032,090 81,741,605 

51.35 7.18 9.58 减少 1.07 个百分点 

配套服务 718,469,872 658,426,686 8.36 -15.29 -19.49 增加 4.78 个百分点 

房地产销售 797,719,861 485,055,076 39.19 106.24 113.71 减少 2.13 个百分点 

广告及其他 32,104,007 10,921,986 65.98 1.44 2.43 减少 0.33 个百分点 

合计 5,141,779,834 2,256,373,175 56.12 10.13 8.91 增加 0.4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于去年计提了宁连公路经营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约人民币 217,738 千元，因此本报告

期对宁连公路经营权不再进行摊销，导致报告期宁连公路毛利率较高。 

 

3.3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1、重要附属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成本 

人民币 

元 

公司 

权益 

% 

总资产 

人民币 

元 

净资产 

人民币 

元 

净利润 

人民币 

元 

占本公

司净利

润的比

重％ 

净利

润同

比增

减％ 

广靖锡澄公

司 

高速公路建设、管

理、养护及收费等 

2,125,000,0

00 
85 

10,600,384

,017 

6,355,243,

369 

337,340

,835 
13.29 

-1.6

4 

宁常镇溧公

司 

高速公路建设、管

理、养护及收费等 

6,729,236,

885  
100 

7,876,041,

830 

7,815,834,

525 

217,742

,462 
8.58 

26.7

4 

宁沪投资 
各类基础设施、实

业与产业的投资 
632,100,000 100 

900,815,95

8 

880,773,84

4 

13,008,

856 
0.51 

-19.

66 

宁沪置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咨询 
500,000,000 100 

2,983,920,

385 

893,077,18

9 

113,690

,889 
4.48 

66.5

1 

镇丹公司 
高速公路兴建、管

理、养护及收费 
423,910,000 70 

1,577,510,

615 

606,469,78

2 
-8,500 - 70 

五峰山大桥公

司 

高速公路兴建、管

理、养护及收费 

1,794,936,8

30 
64.5 

5,417,725,

590 

2,774,122,

732 
-58,525 - 

-53.

38 



瀚威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 
184,499,800 100 

1,846,676,

878 

617,523,59

6 

-5,383，

507 
- - 

*  报告期内广靖锡澄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613,455千元，同比增长约4.24%；累计发生

营业成本约人民币214,485千元，同比增长约8.51%；报告期内参股的江苏租赁分配红利同比增

加，以及参股的沿江公司利润增长，投资收益同比增长约15.72%；由于对常宜、宜长等项目公

司资本金的投入，导致报告期有息债务平均持有额同比增加，以及由于金融市场监管趋紧等原

因，融资成本同比上升，财务费用同比增长约62.53%；上述因素导致报告期广靖锡澄公司净利

润同比下降约1.64%。 

*  报告期内宁常镇溧公司通行费收入持续增长，报告期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217,742千元，同比

增长约26.74%。 

*  报告期宁沪投资参股的联营企业洛德基金公司利润增长，投资收益同比增长约472.35%，但由

于去年同期因转让投资性房地产取得收入约人民币18,590千元，以及本报告期其持有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同比下降，几项因素综合导致其账面净利润同比减少约19.66%。 

*  宁沪置业的经营及业绩变动情况见本报告“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部分的说明。 

*  对瀚威公司的股权投资及其经营情况见本报告“重大的股权投资”和“房地产开发销售业务”

部分的说明。 

 

2、重要联营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本集团实现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730,532 千元，同比增长约 150.66%，占本集团净利润

约 28.77％。投资收益同比增长主要原因为：本集团直接参股的联营公司贡献投资收益约人民币

284,809千元，同比增长约 30.83%；以及报告期合并瀚威公司确认的评估增值收益约人民币430,500

千元。部分重要联营企业经营业绩如下：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投资成本 

人民币 

元 

本公司

应占股

本权

益％ 

归属于联

营企业股

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

元 

贡献的投

资收益 

人民币元 

占本公

司净利

润的比

重％ 

同比 

增减 

% 

苏嘉杭公司 
苏嘉杭的管理和经

营业务 

526,090,6

77 

31.55 305,691,8

57 

96,445,7

81 
3.80 18.44 



扬子大桥公

司 

主要负责江阴大桥

的管理和经营 

631,159,2

43 

26.66 350,656,4

14 

93,485,0

00 
3.68 28.49 

沿江公司 
主要负责沿江高速

的管理和经营 

1,466,200,

000 

25.15 330,854,4

09 

91,315,8

17 
3.60 6.61 

苏嘉甬公司 
主要负责常嘉高速

的管理和经营 

431,609,

486 

22.77 -10,117,6

94 

-2,303,7

99 
- 

-43.6

0 

 

*  苏嘉杭公司由于交通流量增长带动通行费收入的同比增加，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贡献的投

资收益同比增长约 18.44%。 

*  扬子大桥公司由于交通流量增长带动通行费收入的同比增加，以及投资的苏通大桥和泰州桥等

收益同比增长，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贡献的投资收益同比增长约 28.49%。 

*  沿江公司由于有息债务规模下降，财务费用同比减少，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贡献的投资收

益同比增长约 6.61%。 

*  苏嘉甬公司由于交通流量增长带动通行费收入的同比增加，经营亏损较去年同期减少约

43.60%。 

 

3.4 前景及计划 

1.经营形势分析 

2018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呈现稳中提质的发展趋势，预计下半年度该发展态势将

会延续。报告期内各条高速公路的客货车流量增速表现较为稳定，预计全年的通行费收入增长情

况也较为平稳。在经营模式改革方面，公司稳步推进服务区改革方案，已完成五个服务区外包的

招投标工作，同时着力挖掘油品利润空间，配套服务业务整体经营效益已经逐步体现。 

 

2.下半年工作重点 

（1）发挥上市平台作用，优化整合高速公路资源 

立足主营业务，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整体把握高速公路路网规划布局以及优质存量高速

公路投资机会，优化整合高速公路资源，拓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做精做专做优交通主业。继续

积极推进五峰山公路大桥、南北接线等新建项目，高效完成镇丹高速开通前的各项建设和准备工

作，为公司主业发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苏南路网的主导地位。 

（2）坚持企业改革创新，推进服务区转型再出发 



坚定“快行慢享”工作思路，着重围绕“慢享”理念推进沪宁高速沿线 6 个服务区的升级转

型，实现服务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通过平台拓展、品牌合作、商业模式创新等

多种手段，继续推进“3+3”经营模式转型，基本完成沪宁路全线服务升级改造；切实提升服务区

内部管理水平，提高顾客对沪宁路服务区的认知度及满意度。同时，抓住成品油市场环境变化的

机会，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油品管理制度体系，进一步挖掘潜在效益。 

（3）把握公司资金优势，积极谋划投融资新举措 

继续以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为指导，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拓宽眼界，着眼大交

通、大基建，着眼未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谨慎论证，高效运作，为公司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同时，加强与专业中介机构沟通，积极尝试各种创新融资工具，进一步挖掘公司在境内外资本市

场的综合融资潜力，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提成本的资金保障。 

（4）积极推行 “智慧扩容”，全面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聚焦“智慧交通”“智慧高速”建设，加大创新技术成果应用，推动实现科技资源与生产经营

的有机结合，持续开展超大流量通行保障课题研究，以“智慧扩容”为手段进一步提高道路通行

效率。推进智能综合管控，将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集成应用于交通建设，

增强数据分析和业务支撑能力，提升高速运营管理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推进“高速公路+互联网”，

与高德地图开展深度合作，利用云值机等云技术手段实现现场信息充分共享，高效治理道路拥堵，

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采用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

22 号)。此外，本报告期本集团财务报表还按照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编制，并对比较数据的列报进

行了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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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公司2018年 3月19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本公司以人民币184,499.80

千元收购合营企业瀚威公司 3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瀚威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瀚威公

司于 2018年 4月 12日完成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公司以 4月 12日作为购买日，按照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的相关准则合并瀚威公司。 

 

4.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