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说明会基本情况：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一）举行了 2016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A股和H股投资者的参与，说明会分两场举行，第一场于10:30~11:30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2-4 层本公司 310 会议室举行，第二场于

16:00~17:00 在香港湾仔港湾道 30 号新鸿基中心 4 楼会议厅举行。  

 

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董事会秘书罗琨以及投

资者关系部总经理郑峥参加了上述两场会议。机构及个人投资者、行业分析师以

及媒体记者等共 108 人次出席了会议。 

 

会议内容纪要： 

一、财务总监龚涛涛及董事长胡伟分别介绍了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的经营情

况和财务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思路和工作重点。 

二、问答环节。出席会议的人员围绕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经营表现、项目进

展、未来发展规划和策略等事项与管理层进行了沟通交流，主要内容如下： 

1、 梅林关更新项目的情况及后续开发计划？ 

答：梅观高速部分路段自 2014 年 4 月免费通行后，政府逐步开展沿线的城

市更新工作。公司及深圳国际作为沿线土地原业主，有机会参与梅林关城市更新

项目，实现公司资源的商业价值。根据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与新通产公司（本

公司股东，深圳国际全资子公司）成立联合置地公司实施该项目，负责项目土地

获取等相关工作，双方分别持有该公司 49%及 51%股权。联合置地公司已按计

划完成了全部地价款（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及其他款项）的支付，获取了该地

块的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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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地出让合同，梅林关地块的土地面积约为 9.6 万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居住用地及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为 70 年（其中部分商业用地的使用年期为

40 年），计容建筑面积总计不超过 48.64 万平方米（含公共配套设施等），地价款

总计约为 35.67 亿元。根据现阶段的工作进展，预计该地块总成本约为人民币

50~52 亿元，包括人民币 35.67 亿元的地价款以及相关税费、对土地上物业的拆

迁补偿款以及前期规划费用等。目前，联合置地公司与土地上现有物业的经营者

及租户的补偿谈判接近尾声。 

梅林关更新项目位置优越，其地价与周边土地的市场价格相比有一定优势，

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和增值空间。公司现正积极开展行业政策研究，探索土地价

值的实现及变现方式，在满足项目公司双方股东战略定位和商业利益的前提下，

后续将考虑通过转让项目公司股权或通过项目公司自行开发等方式来实现项目

价值。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与深国际一起积极推动合作方引进事宜。 

2、 贵龙房地产项目的进展及后续计划？ 

答：自 2011 年起，集团以子公司投资公司和贵深公司为平台开展了贵龙项

目，采用 BT 模式参与地方道路的建设和开发，同时，通过参与项目开发范围内

土地的竞拍，降低 BT 业务款项回收的风险并获取预期或更佳的收益。 

贵龙开发项目（又称茵特拉根小镇项目）一期 A 组团（占地约 110 亩，相当

于 7 万平方米）于 2015 年 8 月正式销售，贵深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进行项目宣传，

组织了一系列市场推广活动，并积极开展客户到访和认筹工作，市场反映情况良

好，现金回收符合预期。目前 120 多套别墅已基本销售完毕，预期可于 2016 年

交付使用，同时确认收入和成本。一期 B 组团（约 129 亩，相当于 8.6 万平方米）

于 2016 年 5 月底正式销售，目前销售情况良好。工程预期将于 2017 年内完工。 

2015 年 12 月，贵州置地与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深国际物流”）

签订两份转让协议，分别以代价约人民币 0.95 亿元及人民币 0.44 亿元向深国际

物流转让重组后的贵州鹏博（将持有约 322.9 亩物流用地）全部股权及债权以及

贵州恒通利（将持有约 143.9 亩商住用地）51%股权。截至报告期末，深国际物

流已向贵州置地支付一半转让款项，相关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未来，贵深公司将视整体市场情况和发展机会，适时通过市场转让、合作或

自行开发等方式来实现所持有土地的市场价值，尽快实现集团的投资收益，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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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与土地相关的合同和市场风险。 

3、 继 2015 年南光高速等三项目调整收费，政府是否有计划调整其他项目

的收费模式？ 

答：深圳政府基于经济发展及交通规划的整体需求，对南光高速、盐排高速

及盐坝高速收费分阶段进行调整，并给予市场化的合理补偿。本次调整，是深圳

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客观需要，将有助于降低市民出行和物流

成本，提升全市道路网络运行效率和城市交通服务能力，形成更加合理的客货运

交通格局，同时释放高速公路沿线用地，促进沿线地区土地集约开发和产业升级，

加快实现深圳的城市转型和特区内外的一体化发展。 

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需求的增长，基于经济及交通发展规划的整体考

虑，深圳政府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新的交通组织安排和调整方案，并涉及本集团经

营、投资和管理的高速公路。公司将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制订

合理、可行的方案谋求共赢发展。 

4、 清连高速目前的营运表现和未来趋势如何？ 

答：2016 上半年，清连高速日均混合车流量为 3.6 万辆次，同比增长 7.9%；

日均路费收入 189 万元，同比增长 4.5%。相邻道路对清连高速的分流影响仍然

存在，但随着清连公司积极开展路线宣传、实施多层次营销策略以及区域总体车

流量的增长，分流影响已趋于稳定。 

与清连高速南端相接的广清高速目前正在进行改扩建，按照其对外公布的计

划，全线工程将在 2016 年底完工。南连广清高速、北接清连高速的清西大桥及

接线工程已于 2014 年年底动工，计划于 2017 年底完工。据了解，清连-二广连

接线工程于 2015 年下半年动工，计划于 2017 年完工。道路网络的不断完善，能

够促进沿线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人们对公路运输方式的选择和需

求，带动路网内总体车流量水平的提升；同时，也会使路网内的车流分布情况发

生变化，对项目某一阶段的营运表现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预计随着广清高速

改扩建工程以及清连高速与广清高速、二广高速连接线工程的陆续完工，有助于

提升整个通道的通行效益和服务能力，发挥湘粤大动脉的功能，从而强化清连高

速的竞争力并提升其营运表现。公司将密切跟进周边路网情况，持续做好车流量

监测分析，并通过提升通行环境和服务质量、推广项目通行和服务优势、开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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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营销工作、完善道路指引等多种措施，主动吸引车流，不断提升其营运表现。 

5、 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大环保产业拓展进展？ 

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收费公路业务将仍然是集团主要的业务类

型和盈利来源。但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变化，使收费公路行业在投资兴建、维护

保养、日常经营等多个环节必须面对成本不断上升的现实，传统经营模式下具备

商业价值的收费公路项目日益减少。为此，集团新一期发展战略确定为：将坚持

市场化导向和创新驱动，把握时代机遇，整固并提升收费公路主业，积极探索并

确定新的产业方向，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在本期战略中，公司提出了新产业拓展的课题。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推进，集

团拟定了“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服务商”的主业方向，新产业主要关注

以水环境治理、固废处理为主要内容的大环保产业方向，与行业领先者为伍，并

适度拓展金融产业，实现产融结合。目前，公司在大环保产业方面已经开展了调

研论证、商业模式设计、合作洽商等一系列前期工作，期待个别项目今年能够得

以落实。 

6、 公司的分红派息政策。 

答：公司注重对股东的回报，近年尽管公司的负债水平处于较高位，市场融

资成本亦较高，但公司仍然维持了 40%-50%的派息比率。董事会派发集团 2015

年度现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 0.34 元（含税），占年度净利润的 47.8%。 

未来，公司将会继续维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分红派息政策，充分考虑公司和

投资者的当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资金需求和外部借

贷环境等因素来确定和决策具体的分红比例。 

7、 行业政策环境如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是否有新的进展？ 

答：上半年，收费公路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国家对包括收费公路

在内的交通运输行业的要求更加严格和规范化。交通运输部及/或国家相关部门，

先后印发了《交通运输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交通运输信息化“十

三五”发展规划的通知》、《“十三五”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纲要》和《关于加强干

线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从安全化建设、标准化作业、

节能环保、信息化治理和优化布局等方面对行业提出更高更明确的要求。这将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收费公路建管养流程、提升收费公路服务，从而使公司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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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交通运输部于 2015 年 7 月下旬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

该征求意见稿按照“用路者付费”的原则，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出

了构建“以非收费公路为主、收费公路为辅”的两个公路体系的总体思路。其中，

对收费公路的融资模式、资金来源、运营管理等进行了修订完善。此次修订目的

之一，是规范管理，以及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引导其可持续地投资公路建设

和管理，并强调收费公路运营的“合理回报”。这将强化行业的规范化管理，有

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送审稿已于 2015 年底上报国务院，至今尚未正式出

台。公司积极参与研讨，持续关注新条例的可能变化及最新进展。 

8、 公司股权激励方案 H 股没有通过的主要原因？公司下一步计划如何？ 

答：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A 股类别股东会议通过

了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的议案，H 股类别股东

会议未通过该议案，该议案涉及事项暂不实施。据会后了解，境外一些投资者对

国内政策及本计划的一些理解误差很可能是导致其未能投出赞成票的原因。公司

认为，该议案所涉及事项暂不实施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与管理，更不会影响

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方向。公司已着手在合法合规及尊重市场的前提下，与投资

者做好沟通工作。 

公司认为，实施股权激励可以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

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技术骨

干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推动公司战略实施。股权激励在推进国企改革

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深高速作为第一家获国资委批准实施股权激励的收费

公路公司，推行股权激励对公司本身乃至整个行业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公司

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并实施本计划。公司将加强与境外投资者的沟通，对激励

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并尽快另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

议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 

9、 公司发行美元债的目的？ 

答：公司于 7月初发行 3亿美元 5年期固定利率境外债券，票面利率为 2.875%。

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支出及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这是公司一个战略层面的考虑，

- 5 - 



公司是 A+H 上市公司，拥有境内、境外两地资本市场融资平台，拥有国际评级

机构给予的投资级别的信用评级，是公司的一项重要优势，这个优势来之不易，

需要公司长期维系和保持。公司已对该笔外债安排汇率锁定以维持财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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