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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定 2021-1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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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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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655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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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

类投资项目业务转型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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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市场开发战略，重新定位整合市场开发布局，成立华东分公司，对区域市场深根细作，新开发上

海、杭州、广西等华东市场；梳理市场开发理念，以做好传统项目做长、投资项目做优定位承揽任务主导；调整任务承揽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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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1,885,785,185.18 11,126,355,400.19 6.83% 10,252,718,0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86,710.69 53,493,674.44 2.98% 53,131,68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206,940.60 21,451,215.73 -38.43% 40,728,97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312,217.00 88,711,325.32 -422.75% 753,562,7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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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3.89% -1.08% 2.8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0,758,930,868.92 27,575,087,546.38 47.81% 22,857,921,6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0,332,148.21 1,852,921,406.96 54.37% 1,924,595,4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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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85,621.50 2,684,702,451.75 2,628,344,558.58 5,661,214,04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9,000.76 17,564,000.78 15,852,613.65 17,681,09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01,998.90 9,897,764.66 1,271,990.54 -1,064,81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5,139,090.03 -1,033,406,973.19 120,249,831.52 1,081,984,0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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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1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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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54.97% 579,776,147 579,77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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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

基金－汇金资

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5% 11,073,760    

杨钧 境内自然人 0.35% 3,7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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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29% 3,092,460    

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 

其他 0.20% 2,074,120    

#王鹏 境内自然人 0.18% 1,913,026    

#刘杯 境内自然人 0.13% 1,332,800    

安天宇 境内自然人 0.12% 1,300,4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

诚中证基建工

程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12% 1,287,680    

#陈鸣 境内自然人 0.12% 1,21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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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锁定承诺，现全部股份属于限售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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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王鹏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892,266 股； 

股东刘杯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332,800 股； 

股东陈鸣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217,9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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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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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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用于“一带一路”）

（第一期） 

20 北新 R1 149213 2020 年 08 月 24 日 2025 年 08 月 25 日 30,000 5.0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简称“联

合资信”）于2020年6月22日出具的“联合[2020]1647号”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88.37% 86.06% 2.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4% -0.01% 

利息保障倍数 1.313236 1.351298 -2.82%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社会发展史上极不平凡、极不容易的一年。面对新冠疫情、美国SDN制裁双重压力和影响下，北新路桥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盯各项任务指标，全面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不畏险阻，勇立潮头，强基础、稳运

行、抢市场、保产值，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在攻坚克难中展现担当作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市场

承揽再创新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业保持稳定发展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8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5,508.67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2.98%。从业务构成来看，公司收入仍主要来自于工程收入，2020年公司实现施工业收入920,065.72万元，同比增

加0.98%，占营业收入的77.41%，毛利率7.55%。 

（二）市场开拓成效显著 

根据市场开发战略，重新定位整合市场开发布局，成立华东分公司，对区域市场深根细作，新开发上海、杭州、广西等

华东市场；梳理市场开发理念，把传统项目做长、投资项目做优定位承揽任务主导；调整任务承揽结构。统筹调配全集团资

源，及时解决项目落地前各种问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渠道，进一步拓展、扩大市场。 

（三）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凝聚企业安全发展共识，树立“安全管理是第一管理”的理念，推动各单位和项目

部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零事故、零伤害”为目标，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管控安全风险，深入排查治

理安全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事故发生。全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未发生职业健康危

害事故，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四）质量管理不断强化，科技发展成效显著。 

2020年度获得省部级“三峡杯”优质结构工程奖2项。质量QC成果获得中国建筑业协会三等奖1项；重庆建筑业协会一等

奖1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6项；自治区质量协会三等奖9项；共计34项。申报自治区公路工程工法19项；获得2019年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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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路工程工法11项，获得企业级工法31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5项，获得专利受理通知书20项。 

（五）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深入 

一是建立起“三个指数”星级考核体系，创建党建文化长廊、“三亮三比三评”、“四维坐标”党员、“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

队”等党建特色品牌，坚持实施“党建+六大工程”，让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二是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纵深推进，2020年，北新路桥集团党委被兵团十一师党委评为“五星党委”。 

（六）规范运营取得良好成效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由第五届至第六届的换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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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企业融资再上台阶 

通过积极的运作，发行成功兵团首单“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创下近三年新疆地区同评级产业类信用债票面利率最低，提

高了北新路桥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知名度，进一步拓宽了融资渠道，优化了企业融资结构。 

（八）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按进度推进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批复，完成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向建工集团发行股份并上市工作，完成

向建工集团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登记工作，截至年度报告公告日，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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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收入 9,200,195,706.59 694,996,298.77 7.55% 0.98% 9.95% 0.62% 

商品销售收入 1,319,110,991.31 21,114,117.01 1.60% 118.34% 110.9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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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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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会计期间会计政策的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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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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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

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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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新收入确认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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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

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9-12-31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1-1 

存货   4,091,211,003.75    -1,736,610,723.01    2,354,600,280.74  

合同资产      1,736,610,723.01    1,736,610,723.01  

  预收款项   1,541,098,148.69  -1,506,595,521.69 1,089,900.00 

  合同负债   1,383,303,514.95 1,416,716,241.95 

  其他流动负债   123,292,006.74     123,292,006.74  

2.本公司本会计期间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3.本公司本会计期间无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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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报告期内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二）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权益

比例 

构成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

并的依据 

合并日 

合并

日的

确定

依据 

合并当期期

初至合并日

被合并方的

收入 

合并当

期期初

至合并

日被合

并方的

净利润 

比较期

间被合

并方的

收入 

比较期

间被合

并方的

净利润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

有限公司 

100.00 同一母公司 2020-6-28 工 商

变更 

        

（2）合并成本 

合并成本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

公司 

--现金     132,000,000.00  

--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账面价值     108,000,000.00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面值     841,709,700.00  

--或有对价   

（3）合并日被合并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项目 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合并日  上期期末 

资产：     

货币资金 15,991,956.78 9,694,018.35 

应收款项     

其他流动资产 536,152,700.54 337,167,5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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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6,022,956,505.17 5,492,699,921.79 

负债：     

借款 4,668,129,707.16 4,238,129,707.16 

应付款项 603,576,658.42 588,823,089.42 

净资产 1,177,424,000.00 1,062,424,000.00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1,177,424,000.00 1,062,424,000.00 

（三）反向购买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反向收购。 

（四）处置子公司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例

（%） 

股

权

处

置

方

式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

失

控

制

权

时

点

的

确

定

依

据 

处置价款与处置

投资对应的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享

有该子公司净资

产份额的差额 

丧失

控制

权之

日剩

余股

权的

比例 

丧失

控制

权之

日剩

余股

权的

账面

价值 

丧失

控制

权之

日剩

余股

权的

公允

价值 

按照

公允

价值

重新

计量

剩余

股权

产生

的利

得或

损失 

丧失控制权

之日剩余股

权公允价值

的确定方法

及主要假设 

与原子公司

股权投资相

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

投资损益的

金额 

重庆启零教

育信息咨询

服务有限公

司 

54,576,100.00 62.00 
出

售 
2020-8-18 

工

商

变

更 

28,119,789.25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0.00 

（五）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的变动 

1.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公司报告期内无通过投资方式设立子公司图木舒克市北新城市发展建设科技有限公司、阿拉尔市北新交通建设科技有

限公司、新疆尚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重庆北新钱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北新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注销的子公司： 

公司报告期内注销子公司重庆巴南区天顺碎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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