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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定 2018-12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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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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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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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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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路桥 股票代码 0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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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曦 陈曦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

场 A 座 17 层 

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

场 A 座 17 层 

电话 0991-3631208 0991-3631208 

电子信箱 xj_chenxi@foxmail.com xj_chenxi@foxmail.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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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33,955,957.83 2,563,712,666.09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97,933.46 17,875,999.16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552,665.74 18,672,606.91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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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295,701.09 -51,852,856.85 39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321 -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6 0.0321 -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97%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421,418,063.89 19,520,480,941.98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93,280,269.89 1,830,386,729.56 3.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7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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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7.13% 423,324,530 6,482,98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11,073,760    

张申刚 境内自然人 0.40% 3,635,180    

罗相全 境内自然人 0.17% 1,527,200    

李敏 境内自然人 0.13% 1,135,440    

郑煌 境内自然人 0.11% 1,025,88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0.11% 1,0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

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11% 959,360    

邓歌伦 境内自然人 0.09% 851,700    

马建 境内自然人 0.09% 804,6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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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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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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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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2 年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12 北新债 112139 2018 年 12 月 18 日 48,000 5.7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82.87% 83.42% -0.5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21 1.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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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8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94,79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4%。报告期内，各级政府采取了规范清理PPP

项目、规范地方举债融资行为等措施，进一步规范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来源。  

面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成本上升、推行绿色建筑所形成的多重压力，2018年上半年，公司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认真研判行业动态和区域市场环境变化。受宏观环境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单一工程承

包模式的工程承揽大幅下降，工程承揽较为艰难；疆内中标的第八师149团-184团-第十师巴音托海公路建设PPP项目及G576

石河子至149团公路新改建工程PPP项目分别被停止、暂停，面对严峻的市场开发形势，公司积极调整市场布局，开拓经营

思路，积极跟踪参与优质项目，为市场培育建立良好的基础；继续加强项目管理，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实施进度，降本增效，

防控实施风险，提高项目运营水平；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成立专项清欠小组，严控经营风险；加强内部控制，尤其是对

成本、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管理，促进管理提升。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生产事故。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3,395.6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4%；实现营业利润1,017.9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8.49%；实现利润总额1,074.4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5.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9.79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4.0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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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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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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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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