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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2020-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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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建民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澎湖路 33 号北新大厦 22 层 
 

电话 0991-6557758  

电子信箱 zqb@xjbxl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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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传

统投标项目业务，通过福建顺邵高速、重庆渝长高速公路、四川广平高速、重庆巫大高速等投资项目业务转型升级，公司基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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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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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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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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11,126,355,400.19 10,252,718,031.77 8.52% 9,806,439,90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93,674.44 53,131,681.97 0.68% 50,598,138.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51,215.73 40,728,975.50 -47.33% 46,437,81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524,595.83 753,562,773.64 -76.04% 358,553,981.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2.83% 1.06% 2.8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27,575,087,546.38 22,857,921,630.76 20.64% 19,520,480,94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52,921,406.96 1,924,595,471.66 -3.72% 1,830,386,7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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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853,774.59 2,055,694,107.44 3,186,509,508.19 4,450,298,00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9,097.09 14,689,655.44 16,045,001.73 16,209,9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7,491.79 3,455,302.00 12,914,812.80 4,323,60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1,698,108.31 -184,912,658.97 392,227,782.19 474,907,5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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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8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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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324,530 416,84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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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23% 11,073,760 11,073,760   

左军 境内自然人 0.49% 4,432,840 4,432,840   

杨光群 境内自然人 0.17% 1,530,060 1,530,060   

王楚男 境内自然人 0.15% 1,388,800 1,388,800   

陈鸣 境内自然人 0.12% 1,033,000 1,033,000   

邓歌伦 境内自然人 0.11% 1,007,200 1,00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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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360 959,360   

王鹏 境内自然人 0.09% 840,148 840,148   

李鑫 境内自然人 0.09% 839,000 8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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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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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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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和各种严峻挑战，北新路桥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

面贯彻落实董事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围绕规范治理、资本运营、经营创效、改革发展等重点工作，总体保持了较好发展态

势，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业保持稳定发展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2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52%，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10.6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56%，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349.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68%。从业务构成来看，公司收入仍主要来自于工程施工。

2019年公司实现工程施工收入936,494.62万元，同比增加0.55%，占营业收入的83.63%，毛利率7.29%。 

（二）安全质量持续发力 

安全工作：认真贯彻上级及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根据落实全员安全责任的要求，公司按照“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责任体系的相关要求及时修订和完善了各层级、各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考核办法。2019年未发

生死亡及重伤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实现了安全生产形势基本稳定的局面。 

    质量工作：积极开展“创优创杯”活动，不断提升打造“精品”的意识，获得地区级优质工程7项（“钓鱼城杯”1项，“建工杯”

优质工程6项）；获得省部级（兵团“昆仑杯”）优质工程4项，获得重庆建筑业协会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自治区质量协会

三等奖5项。 

（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公司各重大项目按照总目标倒排计划表、制定作战图、明确责任人，按照工期完成工程目标，为顺利实现竣工打下坚

实基础。广平项目全力解决资金瓶颈问题，通过沟通和运作，有效解决了项目资本金和建设贷款问题，保证了项目顺利推进。 

（四）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深入 

一是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二是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发挥党的领

导作用，修订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实施制度，优化精简程序，提升工作效能。 

（五）规范运营取得良好成效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三会”管理，强化内控建设，严格规范关联交易，严守信披红线。 

（六）企业融资再上台阶 

通过积极的运作，成功发行6亿元中期票据，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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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优化了企业融资结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按进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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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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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4,946,154.82 636,003,748.85 7.29% 0.55% 1.23% -0.13% 

房地产销售 740,449,745.10 347,012,167.59 88.20% 40.35% 30.3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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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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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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79,590,991.97 应收票据 37,000,000.00  

应收账款 3,142,590,991.97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497,403,324.29 应付票据 521,264,172.76  

应付账款 4,976,139,151.53  

2.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

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确定了三个主要的计量类别：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公司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进

行上述分类。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处置时的利得或损失不能回转到损益，但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且该选择不可撤销。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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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处置子公司4家，新疆北新德宏建材有限公司、新疆北新恒通典当有限公司、新疆北新迪赛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新疆通途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本期注销子公司5家，广东冠恒建设有限公司、西藏北新天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疆北新恒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新疆大道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新疆博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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