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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定 2019-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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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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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保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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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991-3631208  

电子信箱 zqb@xjbxl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从单一的工程施工，向设计施工总承包、技术研发、勘察设计等工程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公司转变

项目承揽方式，通过介入PPP、BOT等多种高端项目，以投资拉动项目建设；公司依赖重庆合川BT项目的前期成果，房地产

业务亦取得较大进展。通过上述业务转型升级，公司初步实现了由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低端项目向中高端项目、单一产业

向多元产业转变的业务布局。 

报告期内，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为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和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市政交通工程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施工业务，属于大类“E 建筑业”中的子类“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主营业务之二为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业务，属于“K70 房地产业”。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施工业务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本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2018年公司工程收入为：

9,141,189,198.39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89.70%。 

公司从事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施工业务，目前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单一型工程承包模式和投融资建造模式。 

单一工程承包模式：本公司以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向业主提供施工总承包服务或工程专业承包服务。 

投融资建造模式：本公司利用自身投融资能力，将施工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采用EPC模式（设计-采购-施工）、BOT

模式（建造-运营-转让）和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以投资带动总承包，向业主提供项目投融资服务和工

程总承包服务。 

2.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 

2018年，公司房地产业务依旧主要依托二级子公司：重庆北新蕴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新疆北新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自行进行项目开发经营。2018年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527,587,945.84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5.18%。 

重庆北新蕴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聚焦 “北新御龙湾”项目的开发和销售。”北新御龙湾”项目位于重庆市合川草街东

部新城，目前已投资开发：一期 A 组团、一期 B 组团、一街区、五街区、二期六街区项目。报告期内，“北新御龙湾一期 A 

组团”项目已基本售罄；“北新御龙湾一期 B 组团已竣工”；“北新御龙湾一街区、五街区项目”正在建设阶段，二期六街区尚

未开工建设。 

新疆北新蕴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聚焦“北新大厦”、“北新雅居”项目的开发和销售。“北新大厦项目”位于新疆乌鲁

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片区，属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总部基地，整体功能规划为行政办公+写字楼，满足公司办公、

会议中心、培训中心等管理需求，富余部分用于商业、办公对外销售；“北新雅居”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鸟湖

新区，作为公司总部基地“北新大厦”的生活配套，整体功能规划为住宅+商业配套，在满足本公司内部员工的住宅需求的同

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报告期内，“北新大厦”已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北新雅居”正在建设阶段。 

（三）报告期内的行业情况 

1.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施工业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0,309.00亿元，较上年增长6.6%，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质量不断提高，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持续显现。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635,636.00亿

元，较上年增长5.9%，增速稳中趋缓。建筑行业继续深化改革，政策频出，住建部发布《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国务院明确要求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发改委公布《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缩小了强制

招标项目范围、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等相关政策，为建筑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①单一工程承包模式业务 

报告期内，行业订单新签及存量消化速度放缓，公司单一工程承包模式的工程承揽有所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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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建造模式业务  

由于传统建筑施工业务利润率较低等原因，为不断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多年来，公司积极稳妥选择投融资建设项目，实

行以项目投资业务拉动传统施工业务的经营策略，利润结构逐步由单一的以施工业务利润为主向投资收益和施工收益并举转

变。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兵团建工集团、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韶关市武江市

政工程PPP项目，公司通过作为施工总承包方负责项目施工任务，从而带动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整体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和竞争实力，实现公司主业转型升级。  

2.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的基调下继续构建长短结合的制度体系，住房租赁市场建设

继续提速，调控政策更加强调“因城施策、分类调控”。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逐步回归理性，热点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报告期内，公司“北新御龙湾”项目所在的重庆市合川区房地产市场以去库存为主基调，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和信贷政策等

多重因素影响，市场热度骤减，住宅库存量有所减少。 “北新大厦”、“北新雅居”项目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受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发展机遇及老城区改造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呈现“量升价稳”趋势，商品房市场成交面积创历史新高，同时继续延续去库

存的主基调，加大既有库存的消化。 

（四）市场竞争格局及市场地位 

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施工业务上，大型央企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的领头羊，一些区域性企业则在地方市场上具备更强的

竞争力。历经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公司一直致力于自身品牌建设和企业形象塑造，不断积累施工经验，完善企业技术创新

体系，已拥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并得到业主的广泛认可，公司先后在国内16个省（区、直辖市）和国外7个国家以BOT、

EPC等多种高端方式承揽工程，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和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五)公司现有的行业资质 

公司目前拥有的主要工程资质及认证证书详情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授予方/认定方 证书编号 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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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类型 

1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D165022532 2021-01-20 

2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 

3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4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5 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6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7 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 

8 工程设计公路行业 
甲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A165005564 2021-01-20 

9 
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水文地质勘察、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 

乙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B265000691 2019-05-20 

10 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 
二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D265030303 2021-07-19 

11 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18201701145 2020-04-05 

1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02018E1231R3M 2021-09-11 

13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2018Q2440 R3M 2021-09-11 

14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2018S1102 R3M 2021-03-11 

（六）融资情况  

公司融资途径主要有非公开发行股票、银行贷款、债券、中期票据，均已在审计报告中披露。2018年度公司获得的银行

融资授信额度为184.71亿元，实际使用100.69 亿元，偿还银行贷款16.97亿元。 

（七）竞争优势 

详见本节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八）质量控制体系 

公司始终重视工程项目各环节的质量控制管理工作。公司依据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GB/T50430《工程建

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建立了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编制了《质量监

督管理办法》、《工程技术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并要求各部门、控参股公司、项目部严格执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

项目工程质量问题，也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可能导致的工程回款、收入确认及诉讼仲裁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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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0,252,718,031.77 9,806,439,908.80 4.55% 6,529,956,32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31,681.97 50,598,138.63 5.01% 40,209,13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728,975.50 46,437,814.62 -12.29% 31,511,206.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562,773.64 358,553,981.96 110.17% 177,290,671.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2.81% 0.02% 2.4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2,857,921,630.76 19,520,480,941.98 17.10% 15,377,271,6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24,595,471.66 1,830,386,729.56 5.15% 1,765,116,5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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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33,351,189.99 1,600,604,767.84 2,901,933,444.46 4,616,828,62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80,651.23 12,617,282.23 12,883,645.38 21,650,10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08,105.24 13,144,560.50 12,978,555.74 9,197,754.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770,325.67 398,066,026.76 350,647,074.57 250,619,9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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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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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1,31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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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转

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2% 1,999,900    

孟勇 境内自然人 0.16% 1,445,970    

李敏 境内自然人 0.15% 1,311,100    

张静 境内自然人 0.14% 1,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鹰周期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3% 1,200,220    

杨光群 境内自然人 0.13% 1,175,100    

邓歌伦 境内自然人 0.11% 1,007,200    

吴秋生 境内自然人 0.11% 9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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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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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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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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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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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董事会积极贯彻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着眼点，以加

强制度建设为支撑，以强化内控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经营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加快重点项目

建设，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经济发展平稳运行。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5,271.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019,056.99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4.2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313.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1%。从主营业务构成来看，公司收入仍主

要来自于工程施工。2018年公司实现工程施工收入914,118.92万元，同比增加7.29%，毛利率7.50%，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9.70%。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聚焦工程建设主业，推动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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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单一工程承包模式的

工程承揽有所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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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推进项目施工建设，不断提升打造“精品”项目意识，扎实推动公司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2018年，公司承建的昌

吉乌昌大道跨头屯河大桥新建工程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获得自治区建设工程专业QC成果三等奖2项，重庆市建筑业协会

QC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申报省部级优质工程6项，地区级优质工程10项；申报兵团级安全文明工地11

项、省级安全文明工地1项，交通部平安工地1项。 

（二）严控项目管理，重点项目稳步推进 

公司成立了由公司高管领导为组长的专项工作小组，确保公司重点项目物资供应、质量管理等顺利开展；同加强成本稽

核，降本增效，防控实施风险；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安全生产的稳定局面；定期上报项

目情况，以全面调整项目管理机制，提高项目运营水平，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完成进度目标。公司重点项目均完成年初计划，

福建顺邵BOT项目实现提前通车，展示了公司强大的执行力和创造力。 

（三）扎实推进深化改革，内部机制不断优化 

根据《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公司实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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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完善了“一企一策”实施方案，为积极探索改革思路和方法、梯次展开改革工作提供了保障。严格落实“四个一批”措施，整合同类业务，缩减法人单位，压缩管理层级，通过

瘦身健体，进一步改善了公司资产结构及资产质量，提振公司整体经营活力，增强了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管理水平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成功发行6亿元中期票据，实现了由传统的银行贷款融资向灵活性更好的票据融资迈进，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优化了融资结构；

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成立专项清欠小组，提高了资金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情况如下： 

（1）土地储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持有的待开发土地面积如下： 

序号 地块名称 是否2018年度新增 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m²） 计容面积（m²） 

1 HC13-111-6 否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38,571 69,427.80 

2 HC13-111-7 否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107,361 219,830.4 

3 HC15-111-18 否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80,073 304,277.40 

报告期内，公司未涉及一级土地开发。 

（2）项目开发情况 

1.竣工项目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业态 权益比例（%） 占地面积（m²） 计容建筑面积（m²） 
截至2018年末累计已竣

工面积（m²） 

1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期A组团 住宅+配套商铺 100% 63,458.56 152,583.69 152,583.69 

2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期B组团 住宅+配套商铺 100% 51,369.00 141,471.37 103,826.84 

3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 

北新大厦总部基地项目 行政办公+写字楼 100% 16,403.36 96,485.10 96,485.1 

2.在建项目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是否2018年

新开工项目 
项目业态 

权益比

例（%） 
占地面积（m²） 

计容建筑面积

（m²） 

截至2018年末

累计已完工面

积（m²） 

预计总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项目进展 

是否存在

停工可能 

1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

期一街区 
是 住宅+配套商铺 100% 41,860.00 163,953.60 0.00 80,900.00 48,560.00 在建 否 

2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五

街区 
是 商业、公寓 100% 24,721.00 50,681.00 0.00 32,700.00 5,103.00 在建 否 

3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白鸟湖新区 
北新雅居 是 住宅+配套商铺 100% 42,512.24 87,267.44 49,300.00 21,658.35 21,658.35 在建 否 

（3）报告期内主要项目销售及结算情况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业态 权益比例（%） 2018年期初可出售面积（㎡） 2018年已预售面积（㎡） 2018年已确认出售面积（㎡） 

1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期A组团 住宅+配套商铺 100% 45,354.68 4,083.14 14,141.87 

2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期B组团 住宅+配套商铺 100% 108,995.94 60,807.49 99,108.35 

3 重庆市合川区 北新·御龙湾一期一街区 住宅+配套商铺 100% 0.00 108,684.32 0.00 

4 乌鲁木齐市 北新大厦总部基地项目 行政办公+写字楼 100% 34,314.00 6,998.00 6,998.00 

5 乌鲁木齐市 北新雅居 住宅+配套商铺 100%  31,878.00 31,8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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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主要房屋出租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开发房地产项目出租情况。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施工业 9,313,836,831.01 690,933,962.76 7.42% 5.62% 15.58% 0.64% 

房地产销售 527,587,945.84 225,636,516.01 42.77% -16.92% 20.35% 13.2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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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根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涉及相关报表项目汇总或分类列报，对会计核算科

目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以及核算结果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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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公司新增合并单位1家，通过投资方式取得子公司1家，为重庆启零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系由本公司之子公司

北新投资收购股权纳入合并范围，持股62.00%。本年度减少合并单位15家，均为本期注销导致，分别为新疆北新天瑞建材

租赁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天泽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疆新瑞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天下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新疆天

诚恒源劳务有限公司、新疆北新蕴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忠试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和硕县北新恒业农贸市场开

发有限公司、新疆北新工程技术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新疆北新路桥国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北新天昊建设工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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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阿拉尔市北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疆北新南拓商贸有限公司、重庆鼎咨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新疆北新天河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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