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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16:00-17: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2 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汇通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68）。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 年 9 月 15 日下午 16:00-17:00，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路演中心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张忠强先生，

独立董事许来正先生，董事、总经理赵亚尊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

吴玥明先生，财务总监肖海涛先生共同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

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问题一：目前公司的总资产有多少？相比去年是否有所增加？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公司的总资产为

4,008,452,050.38 元，较上年度末增长 10.14%。谢谢您的关注！ 

问题二：请简单介绍下公司 2022 年半年的业绩表现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6,270,179.11 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7.91%，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87,493.69元，同比上年同期下降 26.67%，

公司资产总额 4,008,452,050.38 元，同比上年度末增长 10.14%。谢

谢！ 

问题三：请介绍一下公司营业收入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06,270,179.11 元，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7.91%。谢谢！ 

问题四：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体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额

3,122.50 万元，上年同期对外投资额 2,828.27万元，本报告期同

比上期增加 294.23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北

悦正资源（注册资本 500 万元），投资额 10 万元；增加对汇通公路

的投资额 1,300.00万元；增加对隆化旅游公司的投资额 1,812.50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设立曲港高速公司，注册资本 9,500万

元，持股比例 15%，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尚未实缴。感谢您的

关注！ 



问题五：请问公司管理费用多少？怎么导致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末，公司管理费用为

38,479,853.62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53%。主要系报告期办公费和

中介机构服务费增加所致。谢谢！ 

问题六：请介绍一下公司应收账款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为 1,248,371,909.26 元，占报告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31.14%。

谢谢！ 

问题七：您好，请问一下公司上半年预付款的情况？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

13,728,299.85 元，占报告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 0.34%，主要系预

付材料款增加所致。谢谢！ 

问题八：公司筹资活动较去年同期增长 71.15%，是什么导致

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 185,142,121.38 元，主要系报告期长期借款增加及

子公司少数股东投入资金所致。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九：建筑业企业的资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综合竞争实

力，公司在拓展业务方面有哪些资质优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是全国范围内具有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 204 家企业之一；是河北省第一家获得工程设计



公路行业甲级资质企业的民营企业；此外，公司还具有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等多项资质。谢

谢！ 

问题十：请问公司在主营业务上未来有什么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公路、市政、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及相关建筑材料销售、勘察设计、试验检测等。

公司以河北省为重点，深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过程中的业务机会，与此同时不断开拓省外市场，工程施工项目

覆盖北京、山东、安徽、内蒙、陕西、宁夏、甘肃、新疆、云南、

浙江等十余个省市，具备全国范围内公路、市政工程施工能力和经

验。谢谢！ 

问题十一：公司在响应号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

兴等方面有哪些工作进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战略与河北

省乡村振兴工作安排，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并于 2022 年 6 月中标安

国市乡村振兴及基础设施提升 PPP项目，在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同

时也为公司带来了新的业绩增长点。谢谢！ 

问题十二：良好的品牌形象是公司必要的条件，请问公司是怎

么做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凭借其完善的经营管理体

系、成熟的施工技术、出色的工程质量，积累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以

及较高的市场声誉。2018-2021 年公司连续四年获评公路建设市场



全国综合信用评价最高等级 AA 级，获评交通运输部“2020 年公路

水运工程建设领域守信典型企业”，“河北省涿州（京冀界）至石

家庄公路改扩建工程”荣获“2018-2019 年度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

李春奖”。公司是中国交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位、全国交通建设

工程行业诚信建设十佳先进单位、河北省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训

单位、获评河北省、保定市“专精特新”企业、河北省工业企业研

发机构，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评为“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

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谢谢！ 

问题十三：请问在报告期内为减少碳排放，公司采取了哪些措

施？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项目部成立以项目经理任组

长的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建立并执行施工现场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项目经理是环保工作第一责任人。此外，公司设置专人定期或不定

期检查各施工现场环境保护工作。谢谢！ 

问题十四：公司近期有什么人事变更么？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2 年 4 月 21 日，公司董事会

收到原独立董事李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华先生因个人原

因，辞去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战略

规划委员会委员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于 2022年 5 月 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一

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并于 2022年 6 月 10

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



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决定聘任余顺坤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并

继续担任李华先生原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所有职务。任期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感谢您的关

注。 

问题十五：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哪些举措？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

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通过对施

工过程可能产生的粉尘排放进行控制；对噪声排放进行监测和控

制，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噪声污染；对生产、生活污水排放进行控制

和处理，以保证污水排放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标准等，预防、

控制和消除其对环境、人体和财产的危害，保障职工健康，防止职

业病。公司已取得由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出具的《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符合相关（GB/T24001-

2016/ISO14001:2015）的标准，环境管理体系覆盖资质范围内的公

路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及服务。谢谢！ 

问题十六：请介绍下公司研发及技术创新优势有哪些？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建立了一套高效规范的研发

管理流程体系，2013 年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证，截止到本报告

期，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30 项，获得省、部级工

法 30项，公司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2项，工程质量奖 25 项，QC成果

奖 42项，公司科技成果奖 25 项，具有丰富的研发积累和技术优

势。公司与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天津市市政工



程研究院、河北大学等国内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被河

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博士后工作管理委员会评定为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工艺、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有

着较好的基础和较明显的优势。谢谢。 

问题十七：建筑业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强，公司的团队建设如

何提升？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通过内部培养及外部引进逐

步形成了一支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团队。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

司共有管理人员 226 人，占员工总数的 2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中，7 人具有 15 年以上的工程行业从业经历，其中，董事张忠

山先生深耕路桥建设领域 20 余年，董事、总经理赵亚尊先生从事施

工管理 29 年。公司经营管理团队专业化、市场化，能紧抓行业发展

及市场机会，推动公司业绩持续增长。谢谢！ 

问题十八：国家在路网规划方面设立的新目标对公司有何影

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2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国家公路网发展规划》中提到，要从支撑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维护国家安全等国

家战略实施等方面，对路网布局进行优化和完善。调整后国家公路

网规划总里程约 46.1 万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约 16.2 万公

里（含远景展望线约 0.8 万公里），普通国道网规划里程约 29.9 万

公里。这些背景都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市场，获得国家战



略布局所带来的政策红利。谢谢！ 

问题十九：公司的区位优势是怎么体现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紧邻北

京及雄安新区。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的实施，促使河北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公路建设投资力

度，2015-2021年河北省基础设施投资年复合增长率达 10.76%，其

中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增长率分别为 11.00%、15.60%及

16.50%，远高于同期全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增速（2018-2020年分

别为 3.80%、3.80%、0.90%），2021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河北

省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同比小幅下降，但 11,396 亿元的规模占当年

全国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 7.46%，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区域市场

总量的持续扩大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公司多

年来深耕京津冀地区积累的品牌、管理、人才、技术、供应商渠道

等竞争优势，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京津冀地区市场，享受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所带来政策红利，具备

明显的区位优势。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请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在此对长

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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