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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定 2017-1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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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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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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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曦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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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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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1-3631208 

电子信箱 xj_chenxi@foxmail.com xj_chenxi@foxmail.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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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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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62,086,431.14 1,633,999,462.10 5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875,999.16 13,908,505.89 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672,606.91 10,029,063.61 8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852,856.85 -324,454,559.89 8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250 28.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250 28.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93% 0.0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426,724,946.79 15,370,823,143.36 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2,879,320.30 1,762,550,650.62 4.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6,6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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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 260,525,96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6,921,100    

许敏 境内自然人 0.28% 1,579,300    

施玉明 境内自然人 0.15% 836,300    

谢洁燕 境内自然人 0.14% 791,000    

张申刚 境内自然人 0.12% 643,500    

张应怀 境内自然人 0.11% 629,056    

钟奕玲 境内自然人 0.11% 62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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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600    

韩光兰 境内自然人 0.10% 5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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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及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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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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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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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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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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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012 年新疆北新路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2 北新债 112139 2018 年 12 月 18 日 48,000 5.78%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9.53% 81.68% -2.1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02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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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7年上半年，伴随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影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81,490亿元，同比增长 6.9%，增速同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疆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62.98 亿元，同比增长7.2%。行

业数据方面，公司所处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各项基建投资继续发力。上半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59,422亿元，同比增

长21.1%，其中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3.2%，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合计增长22.9%，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58.5%。新

疆全区基础设施类投资1,791.90亿元，增长29.6%。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不断深入，新疆“万亿”交通基础建设投资政策不断推进，公司紧跟国家政策，以年度计划为中

心，积极抢抓新疆发展机遇的同时，不断巩固开拓疆外、海外市场，逐步提高公司精细化管理水平。报告期内先后中标乌鲁

木齐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8合同段、G3012喀什（疏勒）至叶城至墨玉高速公路二期工程第 KYMGJ-4 标段、

靖边至神木集运铁路线下工程施工 JSTJ-07 标段、莆炎高速公路明溪城关至枫溪段路基土建施工YA5 标段等多个项目；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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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稳妥选择投融资建设项目，先后中标广元至平武高速公路PPP项目、重庆巫溪至巫山高速公路巫山至大昌段白泉隧道工程

BOT项目投资人，以投资拉动项目建设，推动主业拓展升级；加强项目生产运营管理、安全质量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提高

项目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积极拓宽公司科技研发服务平台，逐步形成科技、设计、施工一体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6,208.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6.80%；实现营业利润2,452.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74.86%；实现利润总额2,432.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6.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7.60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28.53%。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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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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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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