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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19-012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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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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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燕晨 独立董事 出差 姚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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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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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路桥 股票代码 0007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ST 三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吉喜 

办公地址 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街 17 号 环能科技大厦 12 层  

传真 0351-7773591 

电话 0351-7773587  

电子信箱 sxlq00075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重大资产置换，将持有的粘合剂分厂、苯精制车间、公用工程及相关处室的资产及负债、三维

国贸95%股权、欧美科75%股权、三维瀚森51%股权作为置出资产，与路桥集团持有的榆和公司100%股权进行置换。重大资产

置换完成前，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精细化工，主要生产销售胶粘剂、苯精制系列化工产品。重大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从

事的主要业务变更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通过对高速公路进行综合开发经营、提供高速公路各种服务为主要经营模式，并

按照行业监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对过往车辆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效益。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旗下运营的高速公路资产收费里程共计 79.188 公里，主要系下属全资子公司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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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有限公司经营的榆和高速，其中，山西省榆社至左权段高速公路收费里程 40.52 公里，山西省左权至和顺段高速公

路收费里程总计为 38.66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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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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06,833,705.14 2,290,306,410.89 3,324,949,832.96 -51.67% 3,852,481,986.01 4,376,112,13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10,528.13 106,104,707.38 304,391,893.53 -84.06% -674,909,137.34 -587,063,74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779,608.59 -436,419,947.04 -238,132,763.89 140.64% -679,450,201.41 -591,604,808.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1,819,829.33 -80,584,041.90 643,630,195.02 19.92% 55,541,879.71 329,092,48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4 0.2261 0.6487 -84.06% -1.4382 -1.25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4 0.2261 0.6487 -84.06% -1.4382 -1.2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17.92% 14.85% -12.09% -76.99% -63.7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9,180,745,527.50 2,004,206,018.38 11,192,511,019.73 -17.97% 5,151,653,656.80 14,007,239,09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6,462,569.61 682,722,198.04 2,239,793,923.46 -53.28% 539,064,960.28 1,897,849,4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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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929,571.33   310,632,426.71  248,898,478.62  311,373,22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34,401.06   -90,532,607.03  39,362,145.53  150,015,39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983,748.63   -64,544,811.51  39,576,721.84  150,731,446.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234,673.68 200,870,208.77 257,542,793.77 417,641,5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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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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将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100%股权置入公司，该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工商登

记于2018年7月12日进行了变更。由于该事项构成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故在编制比较会计报表时，对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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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4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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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9%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 12,416,539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12,268,400    

王胤心 境内自然人 1.73% 8,125,204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6,000,000    

宋常青 境内自然人 0.75% 3,529,441    

蔡妙如 境内自然人 0.62% 2,918,600    

珠海中投知本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中投知本汇 1 号股票精选基金 
其他 0.57% 2,689,673    

李颖 境内自然人 0.48% 2,260,742    

刘洋 境内自然人 0.47% 2,20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股东中山西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无限

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 10 名股东（除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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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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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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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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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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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是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调整主导产业，打造高速公路资本运作平台的历史性一年。一年来，公司董事会切实

履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各项决议，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创新发

展，圆满地完成了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06亿元，净利润0.46亿元，其中，置出的化工资产

实现收入7.39亿元，净利润-1.3亿元；置入的榆和高速实现营业收入8.67亿元，净利润1.76亿元。2018年，公司重点做了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资产重组。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各股东方和证券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等

中介机构以及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圆满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报告期内，公司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成

功摘帽；公司名称正式更名为“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山西路桥”，主营业务转变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 

    2、安全稳定。2018年，公司以“安全稳定运营”为主题，通过创优服务窗口形象、路政依法执法、联合整治公路“三

乱”、健全舆情管控等，实现榆和高速收费、养护、维修、服务区良好运行。通过创新开展“心中五有”活动，层层压实党

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确保全年安全、廉洁、舆情形势平稳可控。 

 3、提质增效。2018年上半年，受和顺及周边煤矿关停、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以及国家环保政策持续高压等因素影响，

榆和高速经营出现下滑。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公司提前谋划、科学安排、合理布局，通过开展“平安交通百日行动”、“危

险路段集中整治”、“大干60天，保安全、保畅通”等专项行动，搞好服务、提质增效。 

 4、内控建设。结合重组推进情况，公司按照预定时间完成了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换届工作，确保各项工

作顺利衔接、平稳过渡和决策机制科学规范。重组完成后，按照国家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等五部委下发的《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要求，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变化的实际情况，启动并建立健全了公司制度及内控体系。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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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系列 396,103,584.31 394,554,162.71 0.39% -69.76% -70.12% 1.19% 

化工贸易及其他 248,975,418.06 260,898,774.83 -4.79% 92.94% 109.94% -8.49% 

高速公路特许经

营项目收入 
846,020,605.43 349,278,835.77 58.72% -18.05% -19.46%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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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剥离化工资产后，因置入榆和高速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对合并数据的

期初数进行了追溯调整。 

1.公司本期营业收入160,683.37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51.67%,减少主要原因：（1）公司本期仅合并化工资产1-7月的损

益情况；（2）公司化工资产本期受4.17环保事件影响，于2018年4月17日开始停产，收入和利润降幅较大； 

2.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4,584.68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84.20%，主要原因为：公司上年度获得临汾市财政补贴46,600

万元，同时通过出售子公司山西三维豪信化工有限公司65%控股股权确认投资收益7,7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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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通知修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

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

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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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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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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2户。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2户，减少5户；报告期内本公司非公

开转让了所持有的三维邦海60%股权，自交割完成后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报告期内本公司以资产置换方式，

置出所持有的三维化工100%股权、三维国贸95%股权、三维欧美科75%股权、三维瀚森51%股权，置入榆和高速100%股权，自

资产置换完成后，三维化工、三维国贸、三维欧美科、三维瀚森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榆和高速纳入本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榆和高速新设立子公司山西榆和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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