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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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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517,828,334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现代投资
股票代码
000900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马玉国
罗茜萍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二段
128号现代广场写字楼9楼
128号现代广场写字楼8楼
0731-88749811
0731-88749811
0731-88749889
0731-88749889
dongban@xdtz.net
dongban@xdtz.net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湖南省经营高等级公路的重要企业，拥有长沙至永安、长沙至湘潭、湘潭至耒阳、
溆浦至怀化高速公路的收费经营权，并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怀化至芷江高速公路。报告
期，公路板块的公路建设运营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和实业投资板块积极拓展业务，取得一
定成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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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元）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2015 年

10,592,858,420.25

9,523,690,191.91

11.23%

6,516,140,80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864,932,316.92

821,683,144.42

5.26%

566,854,62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42,278,443.75

707,878,192.93

4.86%

448,809,71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641,517,399.49

1,492,041,718.43

-57.00%

1,434,520,365.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4

5.56%

0.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4

5.56%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6%

11.20%

-0.64%

8.43%

2017 年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22,998,026,516.40

22,016,578,622.07

4.46%

18,697,015,420.51

8,533,393,750.65

7,726,457,840.62

10.44%

6,965,797,865.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396,243,165.66

2,186,363,890.29

3,060,969,032.29

2,949,282,33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5,899,942.91

230,974,526.71

248,593,616.73

209,464,23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363,848.61

222,748,983.97

234,183,878.07

113,981,733.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7,781,472.45

-18,147,450.33

225,702,363.17

-73,818,985.80

营业收入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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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61,254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61,253
通股股东总
前一个月末普通
数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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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白国义
境内自然人
内蒙古蒙古王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27.19%
7.04%
3.17%
2.96%
2.03%
1.29%
1.01%
0.94%

412,666,971
106,867,207
48,180,150
45,000,000
30,745,767
19,526,800
15,338,684
14,300,694

0.89%

13,466,034

0.89%

13,446,750

上述股东中，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限公司、白国义和内蒙
古蒙古王销售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45,000,000 股。通辽市蒙古王工贸有
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745,767股。白国义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19,520,000 股。内蒙古蒙古王销售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5,338,684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
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实现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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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05.93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65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5.26 %；净资产收益率10.56 %，比上年同期降低0.64个百分点；每股收益0.57 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5.56%。
（一）主业再创新高
通行费收入稳步增长，再创新高。各分公司坚持保畅保收、堵漏增收、文明促收、监控
督收、路网争收，克服平行道路分流、重载汽车限行等不利影响，实征率、通行费收入居省
内同行业前列，通行费实征率均达到97%以上，通行费收入较上年增长5.05 %。各分公司大
力推行预防性养护和精细化养护，实施隆声带建设，养护水平排名行业前列，各经营路段未
出现大面积拥堵，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安全畅通舒适的通行环境。怀芷高速公路项目建设进度
推进稳、质量管控精、安全管理严、路地协调和、项目设计优、投资控制省，进度超同期开
工项目。
（二）金融持续发力
大有期货紧抓市场，发展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境外经纪等创新业务，增强风险管理职
能，实施精准扶贫计划，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现代财富把握市场供需动态，在风险相对
可控的前提下继续开展贸易金融，积极开展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业务的市场培育和拓展，努
力提升盈利能力。公司继续加大对农商银行的股权投资，并获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三）实业拓宽空间
环保业务明确城市垃圾处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等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
的主攻方向。现代环科的桃江县城市防洪工程项目实现了黑臭水体治理领域的突破，攸县重
金属污染耕地修复项目实现了农田土壤修复领域的跨越，宁乡县农村分散式污水治理试点项
目拓展了省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业务。资产管理公司进一步盘活资产，实现了现代休闲园的
对外招商，并争取了衡枣、潭邵高速公路的天桥广告权。现代凯莱大酒店在“产品品质提升、
个性化服务提升、精细化管理提升”等效果显著，逐步树立市场品牌和口碑。
（四）健全完善管理制度
一是突出新规。制定加强党的建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财
务管理、工程建设管理等36个制度，健全治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开启卓越绩效考核管
理模式。二是压减管理层级。压减4级管理层级法人单位12家，管理层级控制在3级以内，减
少法人户数2家。通过精简业务链条，优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了管理效率。三是推行全面预算
管理。坚持无预算不开支，超预算不批复，将业务与财务收支项目纳入预算管理范畴。四是
严控对外投资风险。架设三条“高压线”，建立重大风险清单和风险预警机制，完善内控流程，
强化风险责任追究，实施审计全覆盖。
（五）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严格执行“绿色通道”和节假日免费政策，完善应急救援制度，实施动态掌控，无违规事
件发生。积极创建窗口形象，获得省级以上荣誉21项。文明收费优质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长
沙分公司处于全省同行业领先水平与标杆地位。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深入持续开展，被湖
南省国资委评为“2017年度综治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单位：元
产品名称
长永、长潭高速公路通行费
潭耒高速公路通行费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699,262,308.27

431,974,705.26

61.78%

7.86%

8.21%

0.20%

1,448,387,996.35

855,805,776.55

59.09%

2.79%

4.32%

0.86%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
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发生了变更，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
会计估计变更33。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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