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1107                                公司简称：四川成渝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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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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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董事会决议不派发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中期股息，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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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成渝 601107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四川成渝 0010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永年 王爱华 

电话 (86)28-8552-7526 (86)28-8552-6105 

办公地址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252号 

电子信箱 db@cygs.com cygswah@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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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96,628,882.79 40,463,340,007.54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75,002,322.45 15,534,511,993.27 2.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3,873,846,581.61 1,772,581,641.47 1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2,080,844.67 -166,476,24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61,617,890.41 -184,259,32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2,926,032.71 125,779,303.11 57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1.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8 -0.05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8 -0.054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277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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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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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 35.86 1,096,769,662 0 无 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9.02 887,508,000 0 未知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73 664,487,37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6 14,162,522 0 未知   

丁涛 境内自然人 0.36 10,900,025 0 未知   

张智俊 境内自然人 0.23 7,162,006 0 未知   

杨奕 境内自然人 0.19 5,845,037 0 未知   

龚方新 境内自然人 0.11 3,428,410 0 未知   

张国明 境内自然人 0.11 3,399,800 0 未知   

苏宁 境内自然人 0.09 2,774,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6.37%股份，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

上述股东之间、上述国家股股东及国有法人股股东

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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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四川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21年 5月 28日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21 年 4 月 2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交投集团”）与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铁投集团”）签署了《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合并

协议》，根据合并协议，交投集团与铁投集团实施新设合并，

新设公司名称为“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蜀道集

团”）。5月 28 日，蜀道集团完成设立登记手续并与交投集团、

铁投集团签署了《蜀道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之资产承继交割协议》，自交割日起，交投集团与铁投集团于

本次合并前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以及

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蜀道集团承继、承接或享有；交投集

团与铁投集团于本次合并前的下属分支机构及下属企业股权

或权益归属于蜀道集团。 

本次合并暨权益变动完成后，交投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股份将由蜀道集团承接，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交投集团变更为蜀

道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截至本报告批准日，本次权

益变动尚未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过户程序。 

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发布的相关公告。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 

16 成渝 01 136493 2016-06-17 2021-06-17 0 3.48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14 成渝高

速 MTN001 

101454040 2014-7-17 2024-7-18 2.9 6.30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21 成渝高 012101144 2021-03-19 2021-09-19 4 3.00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 

速 SCP001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 

21 成渝高

速 MTN001 

102100999 2021-05-26 2026-05-28 10 3.4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8.73   59.1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4.44   1.9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