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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文件 

2020 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本公告乃由深圳高速公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 19A.50 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http://www.gsxt.gov.cn）上刊登之《2020 年

度報告》（「2020 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2020 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是本公司根據企

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及公示，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龔濤濤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2年1月7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為：胡偉先生（執行董事及董事長）、廖湘文先生（執行董事

兼總裁）、王增金先生（執行董事）、文亮先生（執行董事）、戴敬明先生（非執行董事）、

李曉艶女士（非執行董事）、陳海珊女士（非執行董事）、白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飛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繆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和徐華翔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 

 
 



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440300279302515E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民收费站 518100

0755-82853301 249712930@qq.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是 是

 否 否

公路和道路的投资、建设管理、经营管理；进出口业务（凭资格证书经营）

企业信用信息 |  经营异常名录 |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请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2020年度报告 0条修改记录 填报时间:2021年05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网站或网店信息 共计 1 条信息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homepage.html
http://www.gsxt.gov.cn/annual-login.html
http://www.gsxt.gov.cn/%7B6E87BBDF06A61A0DF5917CDC247A984125531BE343356B033F9F0C9F9F9F3F8F038F038F033B49AB18CB-1641343389320%7D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entprise-info-ekeyareas-100000.ht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类型 : 网站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社会公众股（A） 16500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16500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2
新通产实业开发

（深圳）有限公司
65478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65478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3
深圳市深广惠公路

开发总公司
45778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45778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4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6464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6464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5 社会公众股（H） 74750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74750 2010年1月29日 货币

· 网址 : www.sz-expressway.com

对外投资信息 <<查看全部>>共计 25 条信息

共 查询到 6 条记录 共 2 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末页

http://www.gsxt.gov.cn/corp-query-entprise-allInfo-forgruAllInfo-PROVINCENODENUM440000BA7CED69BDD6C60CE0537B03000A228B.html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5001043203681707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741243026T

深圳高速苏伊士环境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MA5FCDJU7R

深圳高速苏伊士环境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MA5FCDJU7R

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5200000550280000

湖南长沙市深长快速干道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30100712169357U

深圳高速投资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582705296H

湖南益常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30700758007687W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 91440300672999996A

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暂无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0人 失业保险 0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0人 工伤保险 0人

生育保险 0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修改信息

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主办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八号   邮政编码：100820   备案号：京ICP备18022388号-2

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使用帮助

http://www.gsxt.gov.cn/subPubSys-tel-100000.html
http://www.gsxt.gov.cn/affiche-query-info-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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