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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峙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左宇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贤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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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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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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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6,628,296.13 6,946,844,167.27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35,880,399.61 2,765,104,594.97 2.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5,601,577.36 -40.63% 1,362,394,743.25 -2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882,520.96 154.46% 58,907,484.55 8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578,076.80 125.06% 56,603,040.39 7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15,718,716.07 -22.26% -851,587,854.97 -5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100.00% 0.08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100.00% 0.08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37% 2.11% 0.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2,435.5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88,270.2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240,718.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834.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3,8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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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50.00  

合计 2,304,444.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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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义嘉华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0% 182,148,478    

四川省道诚力实

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4% 17,841,388    

成都江凯置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0% 1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5% 8,786,800    

邱宏梅 境内自然人 1.10% 8,402,818    

周维刚 境内自然人 0.83% 6,295,752 400,000   

税国霞 境内自然人 0.77% 5,897,800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5,750,000    

樊希圣 境内自然人 0.67% 5,120,200    

杨泽江 境内自然人 0.67% 5,094,58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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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182,148,478 人民币普通股 182,148,478 

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7,841,388 人民币普通股 17,841,388 

成都江凯置业有限公司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7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8,786,800 

邱宏梅 8,402,818 人民币普通股 8,402,818 

税国霞 5,8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7,800 

周维刚 5,895,752 人民币普通股 5,895,75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50,000 

樊希圣 5,120,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0,200 

杨泽江 5,094,584 人民币普通股 5,09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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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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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四川宏义嘉华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国泰君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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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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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16,66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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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 14,600,000 股；杨泽江通过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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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3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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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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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元） 期初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94,993,288.25  100% 收到遵义红花岗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汇票所致 

应收账款 667,508,489.20 462,111,371.44 44.45% 主要系成温邛项目应收款增加所

致 

预付款项 52,419,912.62 15,548,525.69 237.14%% 主要系本期支付新开工项目供应

商开工预付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322,307,866.54 669,707,425.64 -51.87%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则调整列

报项目所致 

应收利息  220,937.74 -100% 主要系本期收回利息所致 

存货 54,477,274.95 1,061,349,059.00 -94.87%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合同资产 840,000,104.45  100%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长期应收款 1,045,422,922.94 2,952,546,358.73 -64.59%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3,414,391.89 274,201,003.63 -98.75% 主要系收回深圳华益投资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8,593,571.79 3,077,336.75 179.25% 主要系信托融资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13,416,982.32  100%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预收款项  345,662,927.74 -100%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合同负债 51,162,996.11  100% 主要系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

列报项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652,436.94 20,383,783.12 -77.18%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计提绩效工

资所致 

长期借款 1,338,812,500.00 774,140,000.00 72.94% 主要系银行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99,030,990.03 3,165,825.90 3,028.12% 主要系天新邛项目中核公司投资

款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20,772,213.11  100% 主要系工程项目预计亏损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  100% 主要系银行短期贷款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02,925.10  100% 主要系旺宁公司未实现的投资收

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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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1,342,794.72 -100% 合营企业其他综合收益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77,135,329.02 49,842,298.86 54.76% 主要系本期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70,609,569.57 46,236,377.78 52.71% 主要为银行贷款增加后的利息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3,095,133.00 6,190,517.35 -50% 主要系研发费用开支减少所致 

利息费用 65,067,904.25 44,658,184.78 45.70% 主要为银行贷款增加后的利息增加所

致 

利息收入 2,702,468.27 4,955,001.16 -45.46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3,016,380.60 449,121.52 571.62%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44,895,734.64 100,732,881.45 43.84% 主要是本期投资项目确认投资收益高

于上期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10,818,441.10 -2,057,346.04 425.84% 主要是合营企业本期亏损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319,668.73 -37,438,214.33 170.30% 本期回款较好，按会计政策冲销信用

减值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769,329.34 -100% 主要为上期按会计政策冲减存货跌价

准备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857,876.63 9,376,891.47 111.7% 主要为母公司应纳税所得额调整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51,587,854.97 -542,979,116.52 -56.84% 主要是本期项目收回工程款低于上期

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24,0 77,223.53 55,200,000.00 668.26% 主要原因是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以及收

回合营企业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81,123,046.49 23,609,507.36 243.60% 主要为本期收到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及

项目投资收益高于上期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68,533,358.96 165,912,454.35 182.40% 主要原因为达宣路支付拆迁资金以及

购买理财产品高于上期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 94,643,214.00 -73.59% 主要为上期收到股权激励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1,000,000.00  100% 本期收到天新邛项目中核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73,238,877.01 43,588,187.69 68.02% 主要是本期支付股利以及支付利息高

于上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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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

和相关授权有效期延期 

2020 年 07 月 04 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和相

关授权有效期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7 月 21 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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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900 0 0 

合计 4,9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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