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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19-033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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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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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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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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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351-7773587 

电子信箱 sxlq000755@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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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42,151,130.85 728,213,685.65 1,045,343,675.79 -5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906,847.51 -94,554,091.42 -140,867,008.09 15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8,232,890.06 -93,528,560.14 -93,528,560.14 19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6,449,338.52 -150,969,010.33 20,498,971.75 1,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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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24 -0.2015 -0.3002 157.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24 -0.2015 -0.3002 157.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 -14.88% -6.49% 214.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796,108,711.69 9,180,745,527.50 9,180,745,527.50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6,385,382.17 1,046,462,569.61 1,046,462,569.61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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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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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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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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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 4,319,941    

王胤心 境内自然人 0.67% 3,14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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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建平 境内自然人 0.55% 2,60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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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中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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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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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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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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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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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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的开局之年，也是制定实施未来发展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公司董事会坚持以打

造高速公路“资本运作平台”为导向，进一步加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营管理体系，不断创新发

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和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今年以来，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紧紧围绕年初股东大会既定目标，持续强化经营管理，通过提升公路技术状况及通行质

量指标，强化安全、环保管理工作，推进内控体系建设运行，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等，努力使高速公路

运营管理和经济效益上台阶，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215.11万元，净利润8,090.68

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重组后的效应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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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

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

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

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1）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首次执行日前后，本公司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未发生变化。 

（2）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

节表 

首次执行日，本公司无需要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分类和计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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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98,188.02   98,188.02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摊余成本：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758.72   1,758.72 

（4）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未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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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长：杨志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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