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19-019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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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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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跃先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王良成 

游  宏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王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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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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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刚 黄振华 

办公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

心 B 座 9 楼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国际中

心 B 座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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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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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2,725,610,520.85 1,987,274,806.64 37.15% 2,062,039,42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25,238.33 22,426,138.70 -4.91% 43,920,54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67,991.64 17,779,167.96 -4.56% 47,923,88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173,857.79 225,331,734.91 -119.16% 583,526,19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5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0.0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0.84% -0.05% 1.6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937,002,040.92 5,600,198,221.77 6.01% 5,782,914,40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92,960,327.55 2,675,377,461.95 0.66% 2,671,679,3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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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88,566.87 716,972,339.37 821,588,850.81 830,460,76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5,261.86 4,701,917.04 5,359,233.76 4,788,82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4,356.17 3,101,210.09 2,279,507.01 5,452,91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15,979.44 -96,564,653.06 -23,917,195.89 56,792,0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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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6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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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义嘉华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70% 182,148,478    

李勤 境内自然人 11.42% 84,221,113  质押 37,000,000 

四川璞信产融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9%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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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道诚力

实业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0% 23,591,388    

成都江凯置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7% 16,000,000    

廖开明 境内自然人 1.36% 10,013,16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9% 8,786,800    

罗宣正 境内自然人 0.88% 6,500,000    

周维刚 境内自然人 0.80% 5,895,752 5,895,752   

王雨功 境内自然人 0.54% 3,995,1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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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宣正、

周维刚为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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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李勤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46,570,000 股；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3,591,388 股；成都江凯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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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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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控股股东变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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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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6 日控股股东变更后 

 

                        

 

 

                                                 

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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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公司成立三十周年，也是公司平息股权之争后重新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一年。

一方面，国家持续释放稳基建保增长的政策利好，但传统施工项目继续保持减少态势，投资类项目的体量大、条件高、期限

长，公司因资产规模、融资成本、投标资格受限等原因，订单下滑明显，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公司多年股权

之争带来的人才流失严重、业务拓展乏力、分子公司职能重塑效果不佳等后遗症所导致的不利影响日渐凸显，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内部管理面临较大压力。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的内部压力，公司管理团队在董事会的带领下攻坚克难，大力开展

改革纾困、管理创新工作，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公司控股权变更后实现了全面平稳过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工程中标11.06亿元，同比下降74.69%，实现营业收入27.26亿元，同比增长37.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132.52万元，同比下降4.9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9.37亿元，同比增长6.01%，净资产27.08亿元，同

比增长1.15%。 

1、完成控制权交接与董监高改选，统一公司发展思路 

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顺利完成公司董监高改选后，

以多种形式向员工认真解读公司新的发展思路，及时明确公司选人用人导向，在较短时间内打消了员工的疑虑，凝聚了发展

的信心和士气，也为公司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部氛围。公司控制权完成交接四个月以来，新老员工加速磨合、管理交接平稳，

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均逐渐步入正轨。 

2、努力拓展业务市场，维持生产经营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新增中标项目2个，中标金额11.06亿元，订单数量明显下滑。同时在项目中标后，推进项目管理分

配方式改革，以天新邛快速路邛崃段建设工程（二期）一标段项目管理内部竞标为契机，开启了公司中标项目内部分配新方

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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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调动了各分子公司项目管理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存量项目克服因环保督查导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对项目生产造成的不

利影响，按期推进了雅康高速、汶马高速等一批重点项目。 

3、高度重视融资工作，解决公司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银行债权融资为主、其他融资为辅，不断加大筹措项目资金的工作力度。截至2018年底，公司已

新获得华夏银行4亿元的综合授信，光大银行1.5亿元的综合授信，实现了体量最大的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PPP项目18亿元贷

款合同落地并完成了共计2.7亿元的提款。与此同时，公司到期贷款偿还及保函办理等稳步开展，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资金

保障。 

4、不断优化管理体系，强化项目日常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在总部和分子公司层面设立了项目、财务、综合三大管理中心，集中了对项目的管理，让分子公司成为

项目管理的主体和第一关口。公司与各分子公司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层层分解管理目标，定期开展对标工作，确保项

目全面管理可控。公司技术管理持续前移，对成本分析和质量管控进行监督和指导；运营管理做实做细成本管控，严把成本

审核关，严把利润考核关；机料管理不断优化合格供应商管理，妥善应对材料价格上涨及供应短缺问题，保障项目生产有序

开展。 

5、狠抓项目收尾收款，加速项目资金回笼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进入回购期的项目存在回款延迟情况，公司为此把收尾收款作为专项工作来抓，专职安排一名副总

经理牵头负责，从总部、分子公司到各个项目部均成立了收尾收款小组，确保各项目落实专人跟进收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批老大难项目的收款取得了进展，有效保证了公司总体项目回款和公司资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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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489,913.76 27,657,762.26 1.15% 29.48% -41.5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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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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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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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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达州市达宣快速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5月 工程项目投资 5,000.00 80 

四川兴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设立 2018年4月 工程项目投资、 

工程建设 

1,000.00 100 

注：截止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尚未缴纳四川兴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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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__________ 

刘峙宏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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