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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84                                        公司简称：浦东建设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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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李柏龄 因公未出席 邓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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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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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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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家顺 陈平 

电话 021-58206677-226 021-58206677-219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

14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

14楼 

电子信箱 majs@pdjs.com.cn chenp@pdj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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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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7,799,658.40 11,085,595,075.72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302,381,708.20 5,264,990,307.14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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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32,429.22 -437,058,962.9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989,225,648.60 930,239,449.88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8,527,567.31 144,628,407.95 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8,700,861.14 143,401,220.69 -1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9 2.85 减少0.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43 0.2087 2.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43 0.208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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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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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5.39 175,960,081 0 无  

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22 29,275,200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09 14,473,000 0 未知  

上海张桥经济发展总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1 13,924,603 0 无  

中金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4 9,970,75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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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0.60 4,156,273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60 4,153,34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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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48 3,325,400 0 未知  

张婷 
境内自

然人 
0.42 2,903,253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2,495,70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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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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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上海浦东路

桥建设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17 年 公

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7浦建 01 143001 
2017年 2月

28日 

2020年 2月

28日 
200,000,000 4.46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9.44%   50.4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8.07   5.27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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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1月至6月，公司完成合并营业收入为98,923万元，较上年同期 93,024万元增加5,899

万元，增长 6.34%；实现利润总额 18,33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274万元，同比下降 22.3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4,853万元，较上年同期 14,463万元增加 390万元，增长 2.70%。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新项目。其中，市政类项目方面，主要新增项目包括：济阳路（卢

浦大桥~闵行区界）快速化改建工程 1标、川沙新市镇 C08-18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3标（除桩基）

工程、川周公路（河滨路-川南奉公路）新建工程、科苑路（锦绣东路-龙东大道）新建工程等；

沥青类项目方面，主要新增项目包括川六公路、南汇新城 S7路 1-3标等摊铺工程；投资类项目方

面，主要新增项目为浙江山水六旗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PPP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推进在建项目。其中，市政工程方面，上半年重点推进项目包括：金科

路新建工程顺利完工并通车；杨高路（世纪大道-浦建路）道路改建工程 1标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高峰期；诸暨市环城东路延伸段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 50%；积极推进浦东新区文化广播中心工程

施工及各专业安装工作；有序推进惠南镇 A12-4 地块商品房工程、周家渡社区服务中心工程、六

奉公路新建工程 1标、东大公路新建工程 1标等项目。沥青摊铺方面，上半年重点推进项目包括

环三林慢步道、世纪公园慢步道、北滨江彩色慢步道摊铺工程等。投资项目方面，积极推进杨高

路（世纪大道-浦建路）改建工程、川沙广场改建、华东路东侧地块绿化项目；稳步推进周邓公路、

南六公路、民生路等项目的收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投融资管理，做好资金平衡管理。公司成功发行 2017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人民币 2亿元；积极做好回购期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及时回收款

项。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科研品牌及应用型科研能力建设。公司积极开发新的应用型研发课题，

与浦东新区公路署合作推进《早强耐久乳化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开发与应用》课题的研究。公司

推进施工材料实用功能的试验和研究，包括推进形状记忆合金等新材料在结构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完成记忆合金应力应变曲线数据库的建立，同时设计传感器结构，制定应变监测实施方案等。公

司申报的“透水性沥青混凝土铺装关键技术”、“储存式透水沥青修补混合料”、“透水性沥青混凝

土综合养护技术”等三项技术成果成功获批，编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组织

编写的《海绵城市建设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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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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①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根据该准则，本公司对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及终止经营的认定标准做了修订，本公司本期不

存在持有待售资产及终止经营情况，故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无影响。 

②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月 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因本公司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均属于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其他收益”项目为零，

故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期无影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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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