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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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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天路 6003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西虹   

电话 0891-6902701   

办公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夺底路14号   

电子信箱 xztlgf@263.net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2,123,177,959.82 11,462,739,466.83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793,570,931.31 3,640,987,429.28 4.1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0,538,070.27 -29,261,962.62   

营业收入 2,231,273,464.67 2,278,693,373.66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136,901,530.52 208,546,698.24 -34.35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5,685,202.79 200,437,708.83 -3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8 6.69 减少3.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82 0.2410 -34.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65 0.2410 -35.0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2,31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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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2.67 196,200,592 0 质押 97,500,000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5.17 44,726,675 0 无   

傅扬 境内自

然人 

1.14 9,852,900 0 未知   

陈胤铭 境内自

然人 

0.99 8,524,414 0 未知   

陈冠生 境内自

然人 

0.88 7,588,831 0 未知   

方水旺 境内自

然人 

0.57 4,960,029 0 未知   

赵旭 境内自

然人 

0.47 4,097,783 0 未知   

郭俊君 境内自

然人 

0.44 3,826,229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1 3,577,043 0 未知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40 3,478,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第二、第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公司坚决贯彻党中央、

区党委决策部署，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把疫情防控作为最紧迫、最重要工作

抓紧抓实，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同时紧紧围绕发展战略，统筹谋划全年经营任务，强

化内部管控，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科学判断，精准施策，降本

增效，开源节流，切实抓好复工复产工作，整体经营状况呈稳步恢复态势。 

建筑业：上半年，因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建筑施工业务遭受较大冲击，施工项目开工延迟，

进度放缓，一度处于暂停阶段，跟踪项目也未开标，至 5 月左右随着陆续复工，公司积极抢抓时

间，狠抓管理。一是以经营为导向，落实考核奖惩机制，真正把绩效管理与“面子、票子、位子、

板子”结合起来，与荣誉、收入、职位、责任追究挂钩，切实把工作实绩考实考准，真正发挥考

核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二是强化内部管控，提升项目履约能力。充分发挥项目评审

委员会的作用，高度重视施工组织方案、重大技术方案的研究和审批，统筹谋划全年施工生产工

作，按照项目性质、工期、规模，合理调配生产资源，从项目组织、工程进度、预算管理、成本

控制、技术创新、税务筹划、变更索赔、资金回收、劳务管理等方面强化管控，进一步提高项目

履约能力。三是加强内外协作，打造高效管控平台。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大数据平台，

实现公司基础业务数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提升管控效率。从产业结构和业务发展需求出发，

注重科研成果转化，加强对分子公司、项目部目标制定、履约策划、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员工

管理、员工培养、员工激励、文化塑造等各方面的监督、指导、协调、服务，做到管事与管人结

合，加强内外协作，做好沟通、协调，打造紧密型、精干型、智慧型、创新型管控平台，构成纵

横联系的管控体系，形成管控合力。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承建的公路工程、桥梁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监理工程等共 16 个，其中续建项目 10 个，新建项目 6 个（公司本部新建项目 3 个）。 

建材业：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区内建设项目复工延后、进度放缓，建材市场整体疲软，

市场进一步紧缩，水泥需求量同比减弱，销量大幅下降。加之上半年区内其他水泥企业新增产能

逐渐释放，后期恢复开工后市场供应量逐渐增加，供求关系逐渐发生变化，水泥市场竞争日益加

剧，水泥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而水泥原料、运输、设备维修等单位固定成本不断增

加，水泥生产销售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经济效益缩减。面对市场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公

司积极应对，加强水泥质量管控，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切实加强风险防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增强产能利用效率，加紧跟踪重点开工项目，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有效缓解了经营压力。展望

下半年，随着复工复产提速以及未来新项目建设开工，水泥需求量预计逐步提升，公司将在稳固

现有产能及市场的基础上，加紧推动西藏“十三五”重点项目--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第二条 20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和控股子公司高争股份林芝水泥粉磨站建设运营工作，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创新为驱动，以提质增效为目标，进一步发挥公司水泥产业在区内的品牌、规模优势，

确保稳固水泥产品的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 



矿产业：目前公司持有西藏天路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持有西藏天联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80%的股权，拥有尼木县冲江及冲江西铜矿、工布江达县汤不拉铜钼矿及那曲县旁嘎弄巴铅

矿的探矿权。矿产业作为公司战略储备资源，将适时开发。 

截止 2020年 06 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21.23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26.47 亿元，流动资产

71.77 亿元，负债总额 64.40 亿元，所有者权益 56.8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7.94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22.31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2.79 亿元减少 0.48亿元，减幅 2.11%；营业成

本 15.08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5.47 亿元减少 0.39 亿元，减幅 2.52%。利润总额 3.12 亿元，较

上年同期的 4.40亿元减少 1.28亿元，减幅 29.09%；净利润 2.7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3.98亿元

减少 1.21 亿元，减幅 30.4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1.37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09 亿

元减少 0.72亿元，减幅 34.45%。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通知》（财

会（2017）22 号），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会计政策变化情况及影响：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新增会计科目合同资产及合同负债，应收账款、存货及预收账款、其他

流动负债数据均有变动，将应收账款中应收保证金及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

预收账款中已结算未完工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对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无影响。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