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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9-74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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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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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路桥 股票代码 00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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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士广 李文佳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 330 号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 330 号 

电话 0531-87069965 0531-87069951 

电子信箱 sdlq000498@163.com sdlq0004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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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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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956,999,983.55 5,600,591,214.84 5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706,672.78 134,819,233.33 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43,354,044.76 104,353,760.28 3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508,678.25 -180,688,508.61 11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1 0.1204 2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51 0.1204 2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1% 3.30% 0.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711,358,753.05 23,891,517,673.27 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08,150,837.35 5,000,709,006.2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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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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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66% 679,439,063 0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55,888,000 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4% 30,641,867 0 质押 30,519,867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建信乾元安享

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9% 3,230,200 0   

李万峰 境内自然人 0.22% 2,419,637 0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21% 2,364,893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2,198,200 0   

#北京和金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9% 2,085,885 0   

#马英骐 境内自然人 0.18% 2,018,8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

证淘金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7% 1,918,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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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北京和金汇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15,885 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70,000 股，合

计持股 2,085,885 股；公司股东马英骐，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018,800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合计持股 2,018,8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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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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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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山路 01 112500 2022 年 03 月 10 日 50,000 5.0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3.80% 73.38% 0.42%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07 3.2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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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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公司抓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机遇，坚持

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双轮驱动”，发展质量和效益增长“两翼齐飞”。以专业化、区域化、规

范化、科技化、信息化为抓手，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经理层带领下，围绕打造核心竞争力，

深挖内部潜力，向管理要效益。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9.57 亿元，同比增加

59.93%；实现利润总额 3.22 亿元，同比增长 59.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4

亿元，同比增长 28.84%。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267.11 亿元，较期初增长 11.80%；

负债 197.14 亿元，较期初增长 12.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08 亿元，较期

初增长 2.15%。 

借壳上市后，公司打造公路施工、公路养护、建筑施工、市政工程、设备制造、铁路施

工等板块，做强做优路桥主业，全面开发铁路、市政、建筑、养护、隧道等市场，在巩固现

存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及海外市场，各业务板块齐头并进。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仍为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工程施工业务。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 1-6月 2018年 1-6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95,700 560,059 59.93% 

营业成本 823,721 521,080 58.08% 

期间费用 32,863 21,943 49.77% 

净利润 24,566 13,603 80.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1 -18,069 113.01% 

 

公司 2019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9.57 亿元，同比增加 59.93%。主要原因为上半年完成

施工产值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 

公司 2019 年 1-6 月发生期间费用 32,863 万元，同比增长 49.77%。主要原因是研究开发

较去年同期新增项目较多，研发投入增大，咨询费等管理费用较同期增加较多，同时受外部

融资增加影响，财务费用较同期增加 510 万元。 

 公司 2019 年 1-6 月实现净利润 2.4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80.59%。主要原因是完成工

作量较去年同期增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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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24 亿元，同比增加 113.01%。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取保证金或收到退还的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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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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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

业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

务报表数据与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年初留

存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新金融工具准则 按新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18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14,733,048.27 -1,114,733,048.27     

交易性金融资产   7,420,000.00   7,42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8,113,048.27   88,113,048.2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188,322,007.31   3,188,322,007.3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169,122,007.31 -2,169,122,007.31     

其他综合收益 -74,135.62 1,785,000.00   1,710,864.38 

盈余公积 316,572,035.18 -43,235.24   316,528,799.94 

未分配利润 3,053,503,631.31 -1,741,764.76   3,051,761,866.55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根据其要求编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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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期间的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61,922,113.90   

应收票据   197,308,778.98 

应收账款   4,664,613,334.9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104,528,959.77   

应付票据   1,898,183,227.21 

应付账款   6,206,345,732.56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本公司按照其要求执行。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本公司按照其要求执行。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019 年 1-6 月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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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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