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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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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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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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洲交通 60036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英强 梁芝冬、李铭森 

电话 0771-5512488 0771-5518383、5525323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15-1号

现代国际大厦27层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15-1号

现代国际大厦26层 

电子信箱 wzjt600368@sohu.com wzjt600368@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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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2,922,872.38 10,693,154,166.90 -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387,910,401.31 3,272,724,521.8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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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97,631.95 628,381,410.12 1.55 

营业收入 834,451,173.59 791,548,656.24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40,256,109.26 230,363,183.53 4.29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31,471,076.45 229,013,623.85 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08 7.41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34 0.2763 -22.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34 0.2763 -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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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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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5.95 404,690,503 0 无 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3.86 155,967,120 0 无 0 

严雅凤 未知 0.42 4,700,000 0 无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

所） 

境外法

人 

0.28 3,146,047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7 3,000,000 0 无 0 

陈燕 未知 0.26 2,916,185 0 无 0 

丁小宝 未知 0.25 2,835,000 0 无 0 

张斌 未知 0.25 2,778,290 0 无 0 

罗楚珠 未知 0.23 2,536,920 0 无 0 

汪振邦 未知 0.21 2,314,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本公司知悉范围内，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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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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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4亿元，完成年度董事会考核指标 17亿元的 49.06%，

实现利润总额 2.82亿元，完成年度董事会考核指标 3.9 亿元的 72.31%，净资产收益率 7.08 %。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05.43 亿元，完成年度董事会考核指标 117 亿元的 

88.24%。经营情况分析具体如下： 

1. 进一步推行管理标准化和企业文化落地，公路运营维持稳中向好态势 

报告期内所辖路段通行费收入 55,856.94 万元，虽然因为南梧路（南宁至梧州收费公路黎塘

绕城路和贵港绕城路)已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收费致使公司总体通行费同比下降 2.67%，但

其他所属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总体保持增长趋势，其中：坛百路 40,060.17万元，同比上升 1.8%；

岑罗路 10,963.92万元，同比上升 4.5%；平宾路 44,832.84 万元，同比下降 3.52%；通行费打逃

工作迈上新台阶，报告期内堵漏增收 116.22万元，同比上涨 11.87%，人均 2,780 元， “小改大”

增收 1,052万元，同比上涨 160%。公路运营业务管理推行“6S”标准化管理，运营文化落地有声

有色，“一站一形象”的打造使站区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员工创业干事热情高涨；自主

创新推进运营管理信息化，自主研发的收费管理辅助系统实现收费数据统计的及时查阅、实时监

控和录像回看、现场收费机电设备的智能控制和收费员在线学习和考试。 

2.创新业务拓展，各业态经营迈出新步伐 

    上半年，五洲公司狠抓物流园区经营，推进电商和小额贷款改革，加快房地产和风险项目去

库存，各业态经营迈出了新步伐。物流园区经营取得新突破，金桥物流园区发展逆势上扬，面对

周边竞争对手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不利局面，主动开拓市场，盘活存量资产，加强新型业态招商，

从单一的实体租赁逐步拓展为多资源、广合作的新局面；万通物流园区获得凭祥市政府新项目，

在万通物流园设立 1 万平方米的中越车辆驳接区，目前驳接区已正式投入运营，中越车辆驳接区

的设立将带动园区新的发展；五洲天美公司积极落实广西区国资委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

员工持股试点改革有序推进，同时积极寻求引进战略投资者，为五洲天美下一步的发展增加了新

的动力；地产项目去库存成效明显，百色“半岛阳光”住宅项目不断配套完善小区环境，着手引

进和建设超市、幼儿园、餐饮等配套设施，增加小区生活气息，促进物业销售；金桥商业项目通

过组织市场推广活动，加大物流园区公寓和商铺宣传力度，采取了灵活销售机制。 

3.创新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促进发展 

五洲公司从组织管控、制度流程、机制建设等各个方面，努力提升管理效率，培育公司治理

软实力。完善公司组织管控体系,进一步理顺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责体系；对优化本部组织架构进



行专题研究，明确了母公司 30余个核心业务流程，信息化建设规划全面启动并实施了部分项目，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试点项目正式启动，物流信息化子系统建设有序推进；构建了“1+5+5”内部监

督机制，以及 5个监督闭环，确保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当前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五洲公司 2018年上半年经营状况稳中有长，但下半年依然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1. 公路收费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部门出台高速公路通行费优惠

政策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公司通行费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2．公司以往遗留的风险项目处置推进困难，回款难度大。目前法院受理案件普遍较多，诉讼

过程耗时较长，短期内难以回收资金。部分项目债务人的公司已处于破产倒闭状态，部分公司法

人、实际控制人已被刑事诉讼或是已失联，在执行阶段已无财产和资产可执行，无实际偿债能力，

此类项目资金占用量大，资金回收十分困难。 

3.各板块发展不均衡，业务协同程度有待提高。物流业务核心作用尚未凸显，地产业务去库

存形势依然严峻，供应链金融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各板块业务协同融合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尚未形成。 

4.未开发土地存量过大，财务成本负担沉重。公司累计未开发存量土地 1000多亩，沉淀资金

12亿多元，形成沉重的财务成本，侵蚀公司利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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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①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

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中关于“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按交通部《高速公路公司财务管理办

法》采用车流量法计提折旧。车流量法的具体测算方法是，按资产净值与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测算的总车流量进行相除计算单车折旧系数，每三年对车流量重新进行测算”。 

截至 2018 年 3月 31 日，小平阳至王灵高速公路（简称平宾路）执行的单车折旧系数已满三

年，需要重新预测车流量。为此本公司委托广西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对该路段车流

量进行测算，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月出具的《小平

阳至王灵高速公路交通量及通行费收入预测报告》，测算结果与原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测算

的车流量存在差异，需要调整单车折旧系数。 

②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平宾路单车折旧系数由 1.15元/辆调整为 1.96 元/辆（折算为标准小客车）。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2018年 4月 9日）起执行。 

③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变更单车折旧系数，预计 2018年增加累计折旧 628.61万元，预计增加营业成本 628.61

万元，预计减少利润总额 628.61万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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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