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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8-030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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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良成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高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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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成都路桥 股票代码 00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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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皓 张磊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11 号 

电话 028-85003688 028-85003688 

电子信箱 zqb@cdlq.com zqb@cdl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的施工；公路及市政项目的升级改造和日常保养维护；交

通安全设施生产及销售、工程机械租赁、交通工程试验检测相关业务。公司的主要产品为高速公路、市域快速通道、市政基

础设施、各类型桥梁及隧道、交通安全设施等。其中，公路工程施工约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90%以上。根据《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中的分类标准，公司归属于“E 建筑业”中“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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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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987,274,806.64 2,062,039,420.46 -3.63% 1,444,976,27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26,138.70 43,920,548.68 -48.94% 18,744,36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79,167.96 47,923,885.53 -62.90% 10,774,39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331,734.91 583,526,191.08 -61.38% 380,470,71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4 0.0596 -48.99% 0.02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4 0.0596 -48.99% 0.0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1.67% -0.83% 0.7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5,600,198,221.77 5,782,914,407.58 -3.16% 5,676,928,03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75,377,461.95 2,671,679,370.08 0.14% 2,615,765,682.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8,082,094.43 447,351,069.23 453,766,933.46 848,074,70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99,039.90 7,285,508.45 2,416,073.81 5,425,51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04,804.39 6,227,993.75 6,710,702.25 435,66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44,472.22 -17,868,630.51 -130,909,600.62 351,565,4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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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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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勤 境内自然人 20.06% 147,892,013  冻结 147,892,013 

郑渝力 境内自然人 12.03% 88,697,444    

四川宏义嘉华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6% 59,442,422    

四川省道诚力 境内非国有 7.81% 57,600,000  质押 37,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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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法人 

成都江凯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16,000,000    

华澳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澳·稳健 1 期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43% 10,521,560    

廖开明 境内自然人 1.36% 10,013,160    

凌文娟 境内自然人 1.19% 8,789,77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9% 8,786,800    

中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2016 年中诚信

托万乘 1 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00% 7,373,1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郑渝力、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江凯置业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凌文娟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份 7,35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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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渝力、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道诚力公司”）与四川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江凯置

业有限公司 

100% 

24.22% 

2.17% 7.81% 

周维刚 邱小玲 罗宣正 陈麒书 郑渝力 郭皓 

12.03% 0.49% 0.88% 0.01% 0.7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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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义嘉华”）签署了《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与郑渝力及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郑渝力、道诚力公司拟分别向宏义嘉华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 88,697,444 股、34,008,612 股股份，合计 122,706,05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64%。同时，公司股东李勤与宏义嘉华签

署了《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与李勤关于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李勤拟向宏义嘉华协议转让

36,870,81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郑渝力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再是本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宏义嘉华受让郑渝力、道诚力公司和李勤的股份后，将持有本公司 219,019,28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0%，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峙宏。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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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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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是公司发展较为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各种复杂因素和复杂局面交织的一年。一方面，传统建筑市场继续萎缩，

竞争更加激烈，大型投资类项目对承包商/投资商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业务结构单一，在市场竞争中面临被动；另一方面，

股东之间的分歧和诉讼在一定程度干扰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股东对公司的诉讼及相关保全措施亦给公司既定战略实施和

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公司上下齐心，在董事会的坚强带领下攻坚克难，扎实工作，积极应对。公

司管理团队克服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对项目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按期完成了一批重点项目，也顺应国家 PPP 政策的趋势变

化，在经营投标上持续有所斩获，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局面。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工程中标 43.69

亿元，同比下降 12.96%，实现营业收入 19.87 亿元，同比下降 3.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2.61 万元，同

比下降 48.9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56.01 亿元，同比下降 3.16%，净资产 26.75 亿元，同比增加 0.14%。 

1、稳步拓展传统项目，项目中标呈现新动向。报告期内，在国家和地方政策愈发严峻及评标办法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公司经营工作保持了基本稳定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稳固了基本盘，在公路含高速公路建设和改扩建项目、市政道路

等业务领域继续保持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累计实现主要传统项目中标 11 个，中标额 19.49 亿元；二是中标工程专业类别实

现了新增项。全年中标旅游开发项目 1 个（南溪区长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综合开发 PPP 项目）、土地整理项目 1 个（邛崃市

“4.20"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打捆招商），投资类项目合计中标 24.07 亿元，特别是旅游开发和土

地整理均为首次介入，开拓了公司经营的新领域。 

2、利用目标管理体系，强化各项日常管理。报告期内，公司团队管理根据《目标管理制度》的规定，与下属各单位签

订《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管理目标，定期开展对标工作，及时纠正管理偏差，确保项目各项管理可控。公司技术管理持

续前移，对组织方案、成本分析和质量管控进行了较强的监督和指导；工程管理积极适应“营改增”变化，出台多项管理细则，

做细做实项目成本分析，严把成本审核关口，高度重视信用评价工作；机料管理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不断优化合格材

料供方管理，妥善应对材料涨价及供应短缺问题，保证了项目生产有序开展。 

3、管理架构不断优化，重塑目标基本实现。报告期内，公司（分）子公司职能重塑战略不断深化。经过几年来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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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公司按照《重塑（分）子公司职能工作实施意见》的规划，不断完善管理架构，以明确（分）子公司权责利为核心，

建立了完善的（分）子公司管理、监督、考核、奖惩机制，大大激发了（分）子公司的工作热情。（分）子公司在各自经营

范围内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从报告期内中标项目各项比例来看，（分）子公司中标数量占据绝对多数，占比达到了 84.62%，

已成为公司经营投标的重要力量。虽然向（分）子公司下放经营资质及转让经营资产受到股东诉讼影响暂时未能实现，但各

（分）子公司在经营投标、财务资金监管、机料管理、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重塑目

标，为全年业绩的实现做出了贡献，为公司从一元发展向多元发展，实现专业化、板块化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4、创新方式方法，推进项目收尾收款工作。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调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等原因，业主的履约能

力受到一定影响，公司部分进入回购期的 BT 项目存在回款延迟情况。对此，公司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坚持收尾项目集中办

公、统筹推进的工作方法，保证收尾项目按计划推进；对欠款项目，成立清欠小组，利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加强清欠工作，确

保应收款项的回收。报告期内，通过创新方式方法，公司收尾收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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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施工 1,987,274,806.64 47,297,841.01 4.92% -3.63%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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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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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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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2017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报

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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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962,959.97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962,959.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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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邛崃文龙土地综合整理项目有限责任公司[注1] 设立 2017年9月   

四川宜宾源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注2] 设立 2017年8月 350.00万元 70.00% 

注1：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尚未缴纳邛崃文龙土地综合整理项目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500.00万元。 

注2：截至资产负债表日，宜宾中卉、本公司已分别缴纳四川宜宾源景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0.00万元、350.00

万元，余9,500.00万元未缴纳。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 

周维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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