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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76）

2011年中期業績公告

浙江滬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下文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所述之呈報基準編制的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期間」）未經審計綜合經營業績。

本期間內，本集團收益與2010年同期相比增長6.7%，為人民幣33億3,937萬元；本公
司歸屬於擁有人的本期溢利同比增長5.2%，為人民幣9億零32萬元。本期間內每股
盈利為人民幣20.73分，與2010年同期相比增長5.2%。

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6分。該項建議將有待本公司於2011年10月13日
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經股東批准。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中期業績。以下為本期間未經審計簡明合併綜合收
益表及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連同2010年的比較數字及相關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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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3,339,367 3,130,902
經營成本  (1,986,690) (1,756,462)
   

毛利  1,352,677 1,374,440
證券投資收益  27,885 51,605
其它收益 4 119,926 77,453
行政開支  (36,032) (30,843)
其它開支  (19,323) (7,010)
佔聯營公司虧損  (9,367) (6,394)
融資成本  (41,852) (47,007)
   

除稅前溢利  1,393,914 1,412,244
所得稅開支 5 (352,347) (362,597)
   

本期溢利  1,041,567 1,049,647
   

其他綜合開支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期內公允價值虧損  (8,662) (841)
  －處置時重分類調整已包括在溢利
    或虧損中的累計收益  (4,072) (23,453)
 與其它綜合收益部分有關的所得稅  3,184 6,074
   

本期其它綜合開支（淨額）  (9,550) (18,220)
   

本期合計綜合收益  1,032,017 1,031,427
   

本期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900,316 855,609
 非控制性權益  141,251 194,038
   

  1,041,567 1,049,647
   

本期合計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895,336 846,157
 非控制性權益  136,681 185,270
   

  1,032,017 1,031,427
   

每股盈利－基本 7 20.73分 19.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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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及設備  1,174,377 1,120,626

 預付租金  70,010 71,035

 高速公路經營權  11,725,839 12,071,497

 商譽  86,867 86,867

 其它無形資產  152,520 155,02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462,826 472,910

 可供出售的投資  1,000 1,000
   

  13,673,439 13,978,955
   

流動資產
 存貨  21,807 17,715

 應收賬款 8 47,607 50,768

 其它應收款  1,407,717 953,153

 預付租金  2,052 2,052

 可供出售投資  61,359 71,928

 持作買賣投資  1,309,511 803,772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51,063 80,163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  8,647,233 11,685,951

 銀行結餘及現金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759,563 325,5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21,951 5,682,053
   

  16,629,863 19,6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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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1年 於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款項  8,621,235 11,631,030

 應付賬款 9 432,387 548,695

 應付所得稅  203,745 450,708

 其它應繳稅項  49,719 51,002

 其它應付款及應計款項  641,349 1,049,301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40,000 –

 應付股息  215,264 120,319

 附息的銀行及其它借貸  952,611 822,000

 撥備 10 21,238 21,238
   

  11,177,548 14,694,293
   

淨流動資產  5,452,315 4,978,80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125,754 18,957,762
   

非流動負債
 長期債券  1,000,000 1,000,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2,055 262,647
   

  1,252,055 1,262,647
   

  17,873,699 17,695,115
   

資本與儲備
 股本  4,343,115 4,343,115

 儲備  10,191,749 10,380,1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534,864 14,723,252

非控制性權益  3,338,835 2,971,863
   

  17,873,699 17,69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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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呈報基準
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
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制。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除了一些金融工具是以適當的公允價值計量以外，是按照歷史成本編制
的。

除了以下所述，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制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的新會計準則、修訂和詮釋（「新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對2010年發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經修訂） 供股的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繳款
 －詮釋第14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消除負債
 －詮釋第19號

採納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之前會計期間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的準則和詮釋。以下是在2010年12月31

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授權發行後所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及經修訂的準則和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合併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雇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1 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新的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
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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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期內除去折扣和營業稅後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通行費業務收益 1,731,996 1,684,074

服務區業務收益 908,049 754,265

廣告業務收益 39,245 37,671

證券業務佣金收益 506,696 557,350

證券業務利息收入 153,381 97,509

其它 – 33
  

收益合計 3,339,367 3,130,902
  

4. 其它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結餘和委托貸款的利息收入 67,128 21,734

租金收入 32,754 30,729

匯兌淨收益 2,252 3,135

手續費收入 8,649 7,894

拖車收入 5,805 7,090

其它* 3,338 6,871
  

合計 119,926 77,453
  

* 本期內，本集團向境內外資銀行借入港幣借款折合人民幣3億2,061萬元，期限為一年，
為對沖因此而產生的匯率風險，本集團同時以低於借款日即期匯率的價格購入等額港
幣一年期遠期。於本期間該港幣遠期的浮動虧損為人民幣27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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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59,756 372,826

 遞延稅項 (7,409) (10,229)
  

 352,347 362,597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所得稅法」）和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本集
團適用的稅率是25%。

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應課香港利得稅的收入，故並無作此項撥備。

本期稅項支出與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中所列溢利的調整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稅前溢利 1,393,914 1,412,244
  

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計算的稅項 348,479 353,061

佔聯營公司虧損的稅務影響 2,342 1,599

非納稅所得額及不可扣除收入╱支出之稅務影響 1,526 7,937
  

本期間之稅項開支 352,347 362,597
  

6. 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6分（2010年：每股人民幣6分），該項建議尚有待本公司將
於2011年10月13日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上經股東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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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間內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人民幣900,316,000元（2010年：人民
幣855,609,000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股份4,343,114,500股（2010年：4,343,114,500股）計算。

由於該等期間並無發行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此並無計算攤薄每股盈利。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對收費公路業務、服務區業務及證券業務往來的客戶不設信用期。於報告期末按發票
日期計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三個月內 46,505 49,666

三個月至一年 – –

一至二年 271 271

二年以上 831 831
  

合計 47,607 50,768
  

9.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按支付到期日期計算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三個月內 116,494 166,438

三個月至一年 162,865 232,122

一至二年 59,181 60,701

二至三年 12,339 83,256

三年以上 81,508 6,178
  

合計 432,387 548,695
  

10. 撥備
在本公司2010年年度報告（第114頁至115頁）「撥備」所做的相關披露，截至本公告刊發日，於
本期內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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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受宏觀調控影響，2011年上半年國內經濟雖然在總體上仍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但
是GDP的增速已明顯放緩，與去年同比增長為9.6%。而本期間內浙江省經濟於第二
季度的增速也趨放緩，整體經濟結構正處於不斷優化的調整過程中，上半年GDP與
去年同比增長9.9%。

有鑒於當前國內經濟增速的逐步放緩，以及汽車銷售的趨緩，使今年上半年本集
團所轄高速公路的車流量自然增長也呈明顯下滑的勢頭；而由於本期間內的中國
股市呈震蕩下跌格局，證券業務收入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因此，於本期間內的本
集團收入與去年同比增長僅為6.5%，實現各項收入為人民幣34億3,613萬元，其中
人民幣17億9,191萬元來自於本集團擁有和經營的兩條主要高速公路，相對2010年
同期增長3%，佔總收入的52.1%；人民幣9億5,494萬元來自於本集團的收費公路相
關的業務，相對2010年同期則增長19.5%，佔總收入的27.8%；證券業務收入則為本
集團帶來的收入為人民幣6億8,928萬元，相對2010年同期則增長0.1%，佔總收入的
20.1%。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收入的分析列載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1年 201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動(%)

通行費收入
 滬杭甬高速公路 1,437,224 1,361,787 5.5%

 上三高速公路 354,681 377,864 –6.1%

其他收入
 服務區 911,890 758,195 20.3%

 廣告 43,053 41,166 4.6%

 其他 – 33 –100.0%

證券業務收入
 佣金 535,900 590,936 –9.3%

 銀行利息 153,381 97,509 57.3%
  

小計 3,436,129 3,227,490 6.5%

減：營業稅 (96,762) (96,588) 0.2%
  

收益 3,339,367 3,130,90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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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公路業務

由於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使得車流量的自然增長幅度也受到較大影響。同
時，上三高速公路受2010年7月開通的諸永高速公路分流影響仍在持續。以至於本
期間內本集團轄下兩條高速公路的車流量增幅相比預期要低。

與此同時，2011年浙江省上半年出現的惡劣天氣較多，除1月至2月份多雨雪天氣
外，6月份的集中大暴雨，也給車輛的出行帶來了不便，對車流量及通行費收入造
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2010年3月初政府取消對地方二級公路的收費，導致部分來往於本集團轄下高速公
路的貨車被普通公路所分流，這也是近來貨車結構出現變化的原因所在。同時，大
型貨車的逐漸增加導致中小型貨車的減少，從而也削弱了計重收費對整個通行費
收入的正面影響。

滬杭甬高速公路於本期間內平均每日全程車流量為39,703輛，同比增長4.7%。其中
滬杭甬高速公路滬杭段平均每日全程車流量同比增長3.3%，杭甬段平均每日全程
車流量同比增長5.7%。上三高速公路於本期間內平均每日全程車流量為17,089輛，
同比下降9.3%。

本期間內來自於滬杭甬高速公路的通行費收入為人民幣14億3,723萬元，同比增長
5.5%；上三高速公路於本期間內通行費收入為人民幣3億5,468萬元，同比下降6.1%。

收費公路相關業務

本公司亦通過附屬公司和相關聯營公司，於高速公路沿綫經營與收費公路相關的
業務，包括服務區內的加油站、餐飲和商店，及路邊廣告和汽車服務等。



11

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轄下兩條高速公路車流量增長的減慢，以及不利天氣較以
往增多，加之滬杭高鐵、杭溫動車的加密運行，減少了大客車及小車的出行，造成
了服務區（除加油業務以外）收入有所下降。但成品油銷售價格的上漲促使成品油
銷售額的大幅上升，使得整體收益表現良好。因此，於本期間內該高速公路相關業
務的收入為人民幣9億5,494萬元，同比增長19.5%。

證券業務

於本期間內，由於國內證券市場呈現震蕩調整態勢，加之2010年以來各家券商加大
對營業部網點的增設，使得證券業務競爭進一步加劇，浙商證券市場份額上升的
利好被佣金率的下降所抵消，從而也使證券業務的業績表現受到影響。

浙商證券面臨激烈競爭環境，努力拓展各項業務，其經紀業務市場佔有率、客戶總
數在2011年上半年繼續獲得增長，投資銀行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繼續保持穩步發
展。於本期內，浙商證券錄得營業收入人民幣6億8,928萬元，同比增長為0.1%，其
中手續費收入為人民幣5億3,590萬元，同比下降9.3%，銀行利息收入為人民幣1億
5,338萬元，同比增長57.3%。而自營證券業務計入損益的收益則為人民幣2,789萬元
（去年同期：人民幣5,161萬元）。

長期投資

浙江高速石油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本公司持有50%股權的聯營公司），在本期間內
得益於成品油價格的上漲以及成品油銷售量大幅增長，該聯營公司實現銷售收入
為人民幣23億9,340萬元，同比增長49.6%。於本期間內，實現淨利潤為人民幣1,752

萬元。

浙江金華甬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金華公司」，一家本公司持有23.45%股權的聯營
公司）經營全長69.7公里的甬金高速公路金華段。由於鄰近路網開通所帶來的車流
量增長，使得本期間內通行費收入錄得較好增長。該路段平均每日全程車流量為
10,604輛，同比增長17.2%，通行費收入為人民幣1億零578萬元，同比增長19.7%。
由於其財務負擔過重，於本期間內仍有人民幣3,013萬元的虧損，但虧損額已在逐
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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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恒世紀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本公司擁有27.582%股權的聯營公司）本期間
內經營狀況並無改善，本期間內虧損人民幣120萬元。

人力資源

本公司的整體員工人數、薪酬政策、獎金計劃和培訓計劃，與本公司最近一次年報
中所披露的情況相比均沒有顯著變化。

財務分析

本集團採取穩健的財務政策，以實現為股東提供優質回報的長期目標。

於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溢利約為人民幣9億零32萬元，同比增長5.2%，
股東權益回報率為6.2%，同比增長1.0%，而每股盈利為人民幣20.73分。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共計人民幣166億2,986萬元（2010年12月31

日：人民幣196億7,310萬元），其中銀行結餘及現金佔30.6%（ 2010年12月31日：
30.5%），代客戶持有的銀行結餘佔52.0%（2010年12月31日：59.4%），持作買賣的
投資佔7.9%（2010年12月31日：4.1%）。2011年6月30日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
流動負債）為1.5（2010年12月31日：1.3），剔除證券業務客戶款項的影響因素後，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減去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除以流動負債減去證券
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額）則為3.1（2010年12月31日：2.6）。

本集團於2011年6月30日持作買賣的投資為人民幣13億零951萬元（2010年12月31日：
人民幣8億零377萬元），其中，81.6%投資於公司債券，18.0%投資於股票市場，其
餘投資於開放式基金。

於本期間，來自本集團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6億6,612萬元。

董事認為，本公司在可預見的未來並不會遇上任何資金流動性和財務資源上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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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償債能力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負債為人民幣124億2,960萬元（2010年12月31日：人民
幣159億5,694萬元），其中15.7%為借款，69.4%為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
賬款。

本集團於2011年6月30日的附息借款總額為人民幣19億5,261萬元，較2010年12月31

日增長7.2%，其中包括折合人民幣約3億2,061萬元的境內外資銀行港幣借款，人民
幣6億3,200萬元的國內商業銀行借款，以及本公司於2003年發行的人民幣10億元10

年期企業債券。附息借款中的51.2%毋須於一年內償還。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國內商業銀行借款均為一年期的短期借款，其中人民
幣1億元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從5.31%到6.06%，人民幣5億3,200萬元為浮動利
率借款，年利率從5.68%到6.31%；企業債券的年利率固定為4.29%，每年需付息一
次；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年利率固定為0.36%；本集團港幣借款
的年利率為4.95%。

於本期間，利息支出總額為人民幣4,185萬元，息稅前盈利為人民幣14億3,577萬元，
故盈利對利息倍數（息稅前盈利除以利息開支）為34.3（2010年6月30日：31.0）。

於2011年6月30日，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除以總資產）為41.0%（2010年12月31日：
47.4%），剔除證券業務客戶款項的影響因素後，本集團資產負債率（即總負債減去
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額除以總資產減去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
餘）則為17.6%（2010年12月31日：19.7%）。

資本結構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為人民幣178億7,370萬元，固定利率債務為人
民幣100億4,185萬元，浮動利率債務為人民幣5億3,200萬元，無息債務為人民幣18

億5,575萬元，分別佔本集團資本總額約59.0%,33.1%,1.8%和6.1%。2011年6月30日
的杠杆比率（債務總額減去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的餘額除以權益總
額）為21.3%（2010年12月31日：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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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承諾和使用

於本期間，本集團資本性開支為人民幣1億1,753萬元，本公司資本性開支為人民幣
497萬元。在本集團全部的資本開支中，用於房屋購建的為人民幣7,624萬元，用於
設備購置的為人民幣3,814萬元。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資本開支承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6億4,812萬
元和人民幣2億2,175萬元。在本集團的總資本開支承諾中，人民幣2億8,394萬元歸
屬於房產購建，人民幣3億零462萬元歸屬於設備購置，人民幣4,662萬元歸屬於上
三高速公路紹諸樞紐和紹嘉樞紐間的拓寬工程，人民幣1,294萬元歸屬於服務區改
擴建。

本集團將主要依靠內部資源支付以上資本開支承諾，不足部分會優先考慮債務融
資等渠道支付。

或有負債及資產抵押

於2011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有負債及其他資產抵押及擔保。

外匯風險

除了以港幣償還境內外資銀行借款折合人民幣3億2,061萬元及以港幣向H股股東支
付股息外，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均以人民幣結算。因此，本集團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有
限。

為對沖因港幣借款產生的匯率風險，於本期間，本集團以低於借款日即期匯率的價
格購入等額港幣一年期遠期。除此以外，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使用套期金融工具。

儘管董事並不預期本集團有任何重大的匯兌風險，但不能保證外匯風險在未來不
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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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1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在國家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下，經濟增速按預
期適度趨緩。由於國內汽車銷售量及外貿出口的相應回落，影響了高速公路車流
量的自然增長水平。預期隨著下半年通脹壓力的減弱，宏觀調控力度可能會有所
放鬆，經濟增速或會呈現「前低後高」的態勢。

雖然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所轄兩條高速公路受省內經濟增速趨緩，以及諸永高速
公路分流的影響，車流量及通行費收入增長均回落明顯。但是隨著下半年諸永高
速公路分流影響的趨穩，及經濟環境可能出現較好的改善，預期車流量自然增長
的水平將可能會出現向上回升。

與此同時，在已開通運營的8個收費站，20條不停車收費(ETC)車道的基礎上，今年
上半年按計劃完成了7個收費站，18條不停車收費車道，並已於8月1日開通運營。
預期還將於明年進行餘下17個收費站，52條不停車收費車道的安裝實施工作。屆
時，將為通行車輛提供更為便捷、高效的服務，進一步提升本集團轄下高速公路的
通行能力。

然而，2011年6月中旬國家五部委出臺關於專項清理整頓公路收費的政策，預期下
半年浙江省制定的相關政策或將會影響當前的收費標準，從而給本集團轄下的兩
條高速公路的通行費收入帶來不確定的影響。

由於中國股市仍處於低位盤整狀態，證券市場面臨不確定的因素仍很多。本集團
所屬的證券業務將會受到A股市場波動及券商行業激烈競爭的影響，但浙商證券通
過加強對浙江市場新增網點的設立，提升各營業網點的競爭實力；積極拓展投資
銀行、固定收益、資產管理等業務，努力創建新型業務，促進證券業務的進一步良
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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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發展面臨的內外環境依然十分複雜，而收費公路行業近期遇到因政策變
化或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滬杭甬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預期，
2011年下半年本集團轄下高速公路車流量、服務區經營以及資本市場表現面對的
不確定因素也將增多。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形勢，公司管理層惟有積極關注行業
政策變化及省內路網的影響，適時調整經營策略來做強高速公路主業，努力尋求
和培育新的業務以及新的盈利增長點，為公司持續、健康發展而努力。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的股份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贖回或註銷任何本公司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本公司在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守則
條文。

承董事會命
陳繼松
董事長

中國杭州，2011年8月23日

於本公告發布日，本公司各位執行董事包括：陳繼松先生、詹小張先生、姜文耀先生、
章靖忠先生和丁惠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包括：張魯芸女士；本公司各位獨立
非執行董事包括：董建成先生、張浚生先生和張利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