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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2-1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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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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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吉喜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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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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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速公路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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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费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收

益。 

公司旗下运营的高速公路资产收费里程共计162.254公里，主要系下属全资子公司：（1）山西路桥集

团榆和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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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8.668公里；（2）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平榆高速，

山西省平遥至榆社段收费里程为83.066公里。平榆高速西起汾平高速，东接和榆高速，沿途经过平遥、介

休、祁县、武乡、榆社等五个县市，和榆高速与平榆高速公路终点相接，沿线经过榆社、左权、和顺三个

县，两条高速公路是我省汾阳至河北邢台高速公路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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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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438,620,155.08 8,134,365,317.32 14,454,481,414.40 -7.03% 8,552,836,246.28 15,084,430,77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02,611,858.55 1,164,886,051.93 3,221,583,199.59 27.35% 1,215,302,636.16 3,236,723,301.5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661,525,547.70 635,063,398.55 1,088,312,667.72 52.67% 884,393,996.72 1,621,815,69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031,378.26 -50,416,584.23 -133,788,899.20 403.49% 149,824,101.50 355,144,78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8,891,895.61 -36,366,970.46 -36,366,970.46 839.38% 157,099,783.06 157,099,78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2,294,848.93 483,761,247.20 1,342,098,551.96 5.23% 478,560,437.22 528,587,17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82 -0.1074 -0.1009 395.54% 0.3193 0.26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82 -0.1074 -0.1009 395.54% 0.3193 0.2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6% -4.24% -4.22% 15.68% 13.96% 9.96%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2021 年 8 月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山西平榆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平榆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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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1,073,175.14 427,816,638.93 424,401,835.10 438,233,89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08,651.97 145,169,995.04 98,430,791.15 68,921,94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590,370.06 67,979,857.14 75,931,873.80 84,389,79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138,877.93 317,372,234.83 382,885,923.49 409,897,8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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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财务指标与已披露的第一季度、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

期内完成收购平榆高速100%股权，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追溯调整了年初至合并

日期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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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4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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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2% 857,266,275 857,266,275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9% 140,779,300 140,779,300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89%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5% 12,416,539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84% 12,268,400    

北京泽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泽尚俱进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9,945,921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1% 6,000,000    

欣平 境外自然 0.38% 5,63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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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谢美霞 
境内自然

人 
0.35% 5,146,325    

杨若弟 
境内自然

人 
0.30% 4,35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 10 名

股东中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新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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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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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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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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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自2020年以来，公司重点启动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历经一年多时间得以圆满完

成。2021年7月2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向山西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8月2日完成平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平榆公司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8月27日完成向高速集团发行8.57亿股股份在深交所上市。2021年10月20日，公司向招商公路非

公开发行1.4亿股股份在深交所上市，募集资金总额4.8亿元。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69亿股增

加至14.67亿股，高速公路运营收费里程由79.188公里提升至162.254公里，企业在资产规模、收入水平、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实力均有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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