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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海南高速                             证券简称：000886                             公告编号：2022-020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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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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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828,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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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86 股票代码 海南高速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岚 张堪省、谭佳莹 

办公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

楼 

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6 号高速公路大

楼 

传真 0898-66799790 0898-66799790 

电话 0898-66768394 0898-66768394 

电子信箱 000886@hihec.cn 000886@hihe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要求，以项目为抓手，稳步推进经

营工作开展。 

    房地产业务方面，公司通过公开市场获得土地进行开发、销售，项目经营业态以住宅为主。公司具有

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依托海南高速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开发的系列房地产项目和“瑞海地产”品牌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接受，在海口、琼海、三亚等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报告期内，公司

加大在售瑞海水城项目营销力度，全年实现销售收入8384万元。儋州瑞海·新里城项目完成项目修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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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批程序；瑞海水城三期项目修规方案通过专家初审，启动项目可研编制。 

    酒店业务方面，公司旗下有海口、琼海两家“金银岛”品牌连锁酒店。2021年，“金银岛”酒店积极

适应疫情常态，强化市场拓展与开发，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海口金银岛酒店2021年

荣获“海南省旅游饭店行业最佳诚信服务酒店”等多项称号。琼海金银岛酒店作为当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为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细致服务，充分展现了国企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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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149,904,075.24 3,226,570,219.51 -2.38% 3,257,537,70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24,583,416.40 2,828,033,508.09 -0.12% 2,787,690,646.2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26,830,846.03 120,238,211.70 5.48% 173,901,16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73,445.45 92,754,746.92 -44.61% 62,362,06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027,605.77 -20,150,787.98 -207.82% 7,883,077.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574,949.55 -157,067,510.43 -2.87% -2,418,55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9 -44.44%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3.29% -1.47% 2.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348,022.20 25,063,661.82 12,046,457.17 81,372,70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14,787.23 36,983,286.70 10,727,746.11 -10,552,37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96,737.71 549,736.03 -10,354,084.21 -35,426,519.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92,668.94 -37,472,001.79 -41,001,277.26 -32,909,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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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2021年10月28日披露2021年三季度报告时，将结构性存款收益列示为经常性损益。2022年4月2日，公司对2021

年三季度报告进行了更正，详见公司2022年4月2日披露的《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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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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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68,61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68,15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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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省交通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4% 
250,530,1

60 
0   

林盛理 
境内自然

人 
2.14% 

21,167,27
8 

0   

海南海钢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2,605,87
8 

0   

WAN MING 
境外自然

人 
1.06% 

10,524,06
0 

0   

沈盛 
境内自然

人 
0.74% 7,366,700 0   

肖云茂 
境内自然

人 
0.59% 5,830,288 0   

海南交控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7% 5,680,000 0   

盛芬娥 
境内自然

人 
0.57% 5,603,200 0   

刘英波 
境内自然

人 
0.55% 5,461,700 0   

吴国春 
境内自然

人 
0.48% 4,699,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海南交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股东林盛理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00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11,167,278 股，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份 21,167,278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2.14%。 

肖云茂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830,088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2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830,288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额的 0.59%。 

刘英波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435,600

股，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1,026,1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461,700 股，占

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55%。 

吴国春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699,5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699,5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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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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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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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

事项 

2021-1-1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关于拟减持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事项 

2021-1-2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拟减持海

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 

2020年度业绩预告事项 2021-1-28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年度业绩

预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事项 2021-4-22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2021-4-28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公告》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2021-4-28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关于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业

绩网上集体说明会事项 

2021-5-19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参加海南

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事项 2021-7-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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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事项 2021-10-21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董

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事项 2021-11-2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监事

辞职的公告》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事项 2021-12-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

司涉及诉讼的进展的公告》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2021-12-30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子公司涉

及诉讼的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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