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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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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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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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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2020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97,025.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60元（含税），共分配红利人民币 155,240,960.00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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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建设 60028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音 陈栋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701弄3号 

（A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701弄3号 

（A幢） 

电话 021-58206677 021-58206677 

电子信箱 dongmi@pdjs.com.cn  zhengdai@pdjs.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说明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业务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多年积累的项目管理技术和品牌

优势，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不断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从传统的施工企业逐步转变为市政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商”，并积极向“科技型全产业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商”战略转型，盈利结构也

从单一的施工利润转变为投资利润、施工利润等多样化的利润结构模式。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基

础设施项目投资、建筑工程施工、沥青砼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环保业务。 

1、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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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力发

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业务，积极施行项目投资业务助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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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运作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目

前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合作的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较为雄厚的财政实力，保证了

公司投资项目收益来源的持续稳健。 

2、建筑工程施工业务 

建筑工程施工业务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浦东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多项专业资质。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综合养



护一级资质、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多项专业资质。 

同时，公司沥青路面摊铺施工技术能力在业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承建的工程项目曾多次获

得“中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奖项。丰富的专业资质资源和领先的施工技

术能力为公司承接各类工程项目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并拓宽了公司开展工程施工业务的渠道。 

3、沥青砼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业务 

公司下属孙公司上海浦东路桥沥青材料有限公司提供高质量的路面产品，主要从事沥青砼及

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构建了完备的“自主研发技术—沥青生产—沥青销售”的路用沥青产

业链，具有上海市路基材料行业资质审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准的沥青混合料生产一级资质，技术

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4、环保业务 

公司环保业务的经营主体为公司下属公司上海寰保渣业处置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活垃圾焚

烧产生的飞灰等废弃物的运输业务。 

（二）行业情况说明 

2020 年 1-12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 518,9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2.9%，基

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比上年增长 0.9%。数据表明，在中美贸

易冲突以及新冠疫情内外冲击的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受到一定影响，建筑行业作为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市场规模增速也有所下降，叠加行业格局分散、政府规范化要求提高等诸因素，使得

行业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为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降低新冠

疫情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积极作用，2020 年上半年，财政部

PPP 中心发布《关于加快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财政企

函〔2020〕1 号)。该文件是 2020 年发布的第一个关于 PPP 项目推进的正式文件，也是应对这次

突发疫情的 PPP 如何推进的指导性文件，旨在加强 PPP 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特别是服务好

有助于疫情防控项目的入库和储备。与此同时，建筑领域企企合作下的 EPC+F 模式也开始在全国

各地兴起，以其操作的灵活性填补了一定的市场空缺，有利于保持行业的市场活力。 

此外，结合专项债额度的提前下发和部分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的下调，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支持政策的出台，预计未来市政工程、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运输、生态环保等领域仍将成为

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城镇综合开发项目、特色小镇培育项目、水利工程项目、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等所占比重将逐渐扩大。在此背景下，同时具备投融资能力、建设能力和运营能力综合实力较强

的企业将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这将为公司实现“科技型全产业链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商”的



战略发展目标带来重要机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6,683,451,785.23 14,484,707,880.46 15.18 11,811,341,755.29 

营业收入 8,376,485,796.62 6,219,610,574.93 34.68 3,672,378,142.5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4,613,479.90 408,299,777.09 8.89 452,885,282.5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3,529,368.74 354,561,431.66 8.17 360,692,008.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430,404,244.88 6,126,096,022.44 4.97 5,854,431,275.8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5,630,702.75 1,203,086,183.74 -161.15 -23,144,298.2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82 0.4208 8.89 0.46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582 0.4208 8.89 0.466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7.09 6.84 增加0.25个百

分点 

8.0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122,469,928.59 1,646,320,752.88 2,185,880,912.61 2,421,814,20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3,857,286.79 96,218,178.02 73,719,271.25 190,818,74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8,218,885.71 82,213,596.46 56,911,133.19 176,185,753.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78,479,518.06 462,809,836.37 169,371,061.22 710,667,917.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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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60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0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67,917,920 318,002,033 32.78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0 40,990,280 4.2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20,262,200 2.09 0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公司 0 19,494,444 2.01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785,443 5,979,771 0.62 0 无   境外法人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0 5,818,782 0.6 0 无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3,151,370 3,982,970 0.41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9,172 3,930,571 0.41 0 无   其他 

王明 111,146 2,024,816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正明 38,000 1,990,7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是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利率 还本付息方 交易场



余额 式 所 

上海浦东路

桥建设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8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18 浦

建 01 

143479.SH 2018-03-08 2022-03-08 2.59 3.35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上海浦东路

桥建设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 浦

建 01 

163153.SH 2020-02-24 2025-02-24 9 3.28 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

利。每年付息

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上海证

券交易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17浦建 01 已于 2020年 2月 28日足额偿付债券本金及第三年债券利息。 

报告期内，18浦建 01 已于 2020年 3月 9 日足额偿付第二年债券利息及债券回售部分兑付资金。 

报告期内，20浦建 01 尚未涉及付息兑付事项。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出具了《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

行的 18 浦建 01 与 20 浦建 01 跟踪评级报告》，并在上交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开披露，敬请投资者查

阅。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与上次评级结果保持一致；18 浦建 01 债券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 浦建 01 债券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与上次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评级结果释义：主体 AA+表示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

风险很低；债项 AA+表示债券的偿付安全性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2、不定期跟踪评级情况 

报告期内，无关于公司或有关债券的不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3、报告期内评级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对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其他债券、债务融资工具进行的主体评级与

公司债券，不存在评级差异的情况。 

4、跟踪评级安排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将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本公司经营或

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本公司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对本公司及公司

债券做出最新跟踪评级，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提醒投资者关

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0.18 56.31 3.8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6 0.07 -14.29 

利息保障倍数 12.67 13.99 -9.4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完成合并营业收入为 837,648.58 万元，较上年同期 621,961.06 万元增加

215,687.52万元，同比增长 34.68%；实现利润总额 52,297.40万元，较上年同期 46,012.33万元

增加 6,285.07 万元，同比增加 13.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61.35 万元，较

上年同期 40,829.98万元增加 3,631.37万元，同比增加 8.89%。本期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公

司本期新获取合同及在建项目增加，本期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统称“新收入准则”），经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和通知编制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对本公司及本公司报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和金额)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统称“新

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总经理办公会 详见其他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账款 794,374,581.16 649,731,672.85 57,316,554.71 44,192,582.65 

存货 3,394,305,069.05 52,755,729.31 233,363,297.44   

合同资产   1,436,329,016.6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49,863,231.44 676,000,000.00 922,487,269.50 

预收款项 1,458,743,895.44   86,527,109.95   

合同负债   1,011,343,392.07     

其他非流动负债   447,400,503.37   86,527,109.95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下属子公司 子公司类型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1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3 上海北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合并 合并 

4 上海浦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合并 合并 

5 无锡普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合并 合并 

6 诸暨浦越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7 上海浦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8 上海德勤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9 上海浦东路桥沥青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合并 合并 

10 上海寰保渣业处置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合并 合并 

11 上海浦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合并 合并 



12 上海杨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13 诸暨浦越建发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合并 合并 

14 海盐浦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合并 合并 

15 上海浦兴创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