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公司代码：600039                                公司简称：四川路桥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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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川路桥 60003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勇 朱霞 

电话 028-85126085 028-8512608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

12号 

电子信箱 srbcdsh@163.com srbcdsh@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1,821,592,769.44 86,093,762,710.12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639,415,928.89 13,997,654,151.79 4.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9,010,280.03 -388,588,687.39   

营业收入 17,628,084,478.54 15,473,829,468.18 1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0,672,998.78 478,055,351.39 5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17,338,567.07 469,914,908.26 10.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29 3.59 增加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07 0.1324 59.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07 0.1324 59.1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7,0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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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1.89 1,512,352,684 153,452,685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49 89,793,500 0 无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粤

财信托－粤财信托－菁英

151期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42 51,150,895 0 无 0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42 51,150,895 0 无 0 

光大保德信基金－宁波银

行－上海诚鼎新扬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知 1.06 38,267,771 0 无 0 

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

华泰资产定增全周期资产

管理产品 

未知 1.03 37,164,617 0 无 0 

孙卫平 未知 0.78 28,132,993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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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0.74 26,744,500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26,004,183 0 无 0 

红土创新基金－招商证券

－安徽中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中安鼎汇定增私募

投资基金 

未知 0.71 25,575,44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

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70 25,316,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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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9 川桥 01 155427 2019年5月

20 日 

2022年5月

20 日 

1,500,000,000 4.34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82.36   82.02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97   1.8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持续抓好“固本强基、转型升级、改革创新、

提质增效”，推动企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6.28 亿元，同比增长

13.92%，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61亿元，同比增长 59.12%，每股收益 0.2107 元，保持了稳健

快速的发展势头。公司连续 8年荣登《财富》中国 500强榜单，品牌实力得到市场认可。 

主营业务板块，市场开发方面，面对四川省内交通建设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以及地方政府投

资增长缓慢的情况，公司迎难而上，报告期内，累计中标工程施工项目 66 个，金额约 141.91亿

元。一方面，公司积极开拓省外市场，在山东、江西、云南、河北、甘肃五个省份均实现突破，

如以联合体投标方式中标总价 22亿元的山东省京台高速公路德州（鲁冀界）至齐河段改扩建工程

项目主体工程施工三标段的大单。另一方面公司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产业链，持续推进“大

土木”经营战略，铁路工程市场经营开发稳步推进，公司新中标铁路项目 2个，中标合同额 29.61

亿元，重点跟踪经营汉巴南客专、成西高铁、渝昆高铁、成南达万高铁、川藏铁路、隆叙铁路、

川南城际站房等铁路项目；同时市政工程市场经营开拓也有了新的突破，市政工程中标金额 12.26

亿元，同比增长 79.24%。 

工程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工程施工营业收入 127.26亿元，同比增长 1.39%，主营

业务收入稳步提升。其中，成宜高速控制性工程荣县枢纽互通跨越乐自高速施工顺利完成，该项

目是四川省南向重要大通道，是四川省第一条 EPC试点建设项目，也是目前四川省设计标准最高

的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 120km/h），对于加强成都平原经济区与川南经济区区域经济

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三峡第一跨径”——重庆万州牌楼长江大桥（万州长江公路三桥）通车，使

万州主城至新区交通时长缩短四分之三，对完善万州交通路网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

外，公司多个大型项目在报告期内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挪威贝特斯塔大桥项目全桥基础施工已

全部完成，钢箱梁开始吊装；世界山区悬索桥第一高塔、第二大跨径大桥——赤水河大桥合龙；

跨径世界第七、单侧非对称混合梁斜拉桥世界第一——湖北嘉鱼长江公路大桥主桥合龙；三跨连

续钢桁梁桥“世界第一”——浙江宁波三官堂大桥首节段钢桁梁顶推滑移；湖北白洋长江公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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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完成主缆架设；川南城际铁路控制性工程宜宾临港长江大桥 3号主墩承台完成浇筑。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板块，公司围绕着“服务好、环境好、保障好、养护好、运行好”的

运营标准，着力推进高速公路信息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不断提升营运管理水平，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堵漏增收，降本增效。报告期内，自隆、内威荣高速公路继成德绵、成自

泸获评首届“五好”高速后也获评此殊荣，运营服务水平得到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高度认可。上

半年，成德绵、成自泸、内威荣、自隆、江习古 5条高速公路共实现营业收入 7.13 亿元，同比增

长 28.37%。 

能源板块， 巴河、巴郎河水电公司以“强营销、拓市场、重合作”为发展理念，努力增加发

电收益，共实现营业收入 8324万元。锂电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项目一期项目已正式开工，有望

在今年年底实现两条生产线带料试车。 

矿产资源板块，阿斯马拉多金属矿项目银团融资有序推进，取得阶段进展，为项目后续建设

做好全面支撑，同时聘请了独立第三方机构开展了对初步设计（采矿和选矿）的验证研究工作等，

以保障融资成功后即时启动矿山建设。克尔克贝特项目目前全面完成前期预查工作，重点区完成

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本年度第一阶段工作计划，同时开展地质填图，共采集 1221 件样品，完

成加工 1115 件，正在进行样品分析测试。 

资本运营方面，公司于报告期内成功发行 15亿人民币公司债券；成功发行 4亿人民币的短期

融资券、5亿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发行方面，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81416 号），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债项目的审计机构瑞华事务所因其他项目的审计业务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目前尚

未最终结案，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发行可转债申请中止审查。8月 12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

送了关于申请恢复审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申请文件。公司将继续推动可转债的审核发行工作，

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下半年，公司将加大力度抓好生产经营工作，紧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大力储备工程任务。

同时抓好“主辅互动、产融联动”，深入推进多元发展，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8〕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

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

上 4项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于 2019年 4月 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1）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①根据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

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改为“三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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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②初始确认时，公司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一经做出，不可撤销。后续公允价值变动作为其

他综合收益确认，仅将获得的股利收入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累计利得或损

失转入留存收益；③金融工具减值计量由“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要求

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④进一步

明确了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2）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变更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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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行项目，修订“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他应付款”、“长期应

付款”行项目，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其中：利息费用”、“利息收入”行项目，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行项目。 

影响：一般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修订会计政策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根据修订准则相关规定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19年 8月 29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以下会计政策进行修订变更： 

2019年 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 2019年度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要求新准则自 2019年 4月 30日起施行。针对 2017 年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第 24号、第

37号相关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准

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根据新准则规定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需要修订变更会计政策。 

根据新准则报表格式要求，本次会计政策修订需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应当将资产

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和“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拆分列报，资产负债表中新增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利润表中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递

延收益”、“研发费用”、“营业外支出”和“营业外收入”项目列报内容变化。其他应收款和

其他应付款项目中包括的“应收利息”和“应付利息”科目的列报内容变化。 

影响：本次修订对 2019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对本年度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不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