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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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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多吉罗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丹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

炳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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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1,633,146.86 11,462,739,466.83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590,279,796.10 3,640,987,429.28 -1.3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4,100,697.75 -645,040,245.8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6,905,985.81 546,333,949.62 -3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3,062,627.17 4,672,708.56 -1,23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2,777,491.72 -11,803,004.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47 0.15 减少 1.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613 0.0054 -1,235.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613 0.0054 -1,235.19 

 

营业收入变动及原因：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6,905,985.81 546,333,949.62 -199,427,963.81 -36.50% 

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

承建的项目未开工或虽已

开工施工进度放缓，营业收

入减少；同时区内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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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未正常开工，水泥

等建材需求量减少，营业收

入较去年同期减幅较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原因： 

（1）建筑板块营业收入 11,078.08万元，较上年同期 20,289.30万元减少 9,211.22 万元，

影响毛利 1,122.85万元； 

（2）建材板块营业收入 15,296.94万元，较上年同期 33,697.93万元减少 18,400.99万元，

影响毛利 4,316.87万元； 

（3）其他板块营业收入 68.98 万元，较上年同期 646.16 万元减少 577.18 万元，影响毛利

259.15万元； 

（4）营业费用 1,750.99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627.02 万元增加 1,123.97万元，主要系公司

控股子公司——高争建材实行“一票制”销售模式（含运费销售水泥），因销售水泥导致运费增

加； 

（5）财务费用 3,463.80 万元，较上年同期 1,310.12 万元增加 2,153.68万元，主要系发行

超短期融资增加利息支出 588.80万元和发行可转换债券本期增加利息支出 1,203.33 万元； 

（6）营业外收入 17.11 万元，较上年同期 1,809.18万元减少 1,792.06万元，主要系上年同

期西藏藏中和高争商混收到政府补助； 

（7）本报告期新增合并安徽天路和重交再生，营业收入 8,246.60万元，营业成本 7,581.06

万元，营业税金及附加 63.16万元，营业费用 325.97万元，管理费用 654.71万元，财务费用 205.15

万元，研发费用 204.75 万元，投资收益 18.57万元，信用减值损失-0.01万元，营业外收入 2.96

万元，营业外支出 26.02万元； 

以上综合影响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773.53 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8,952.62 系重交再生收到重庆永川区财政

国库复工复产保护企业防疫费用

补贴 7,450元，收到重庆永川区

科学技术局经费 2万元；收到稳

岗补贴 141,502.62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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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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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47,355.38 其他收入 2,185.62元，捐赠支出

218,000.00元，其他支出

131,541.00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862.18  

所得税影响额 -30,870.51  

合计 -285,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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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8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196,200,592 22.67 0 质押 97,500,000 国有法人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44,726,675 5.17 0 无 0 国有法人 

傅扬 9,389,698 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胤铭 8,274,414 0.9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陈冠生 7,608,831 0.88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方水旺 4,893,829 0.57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郭俊君 3,826,229 0.44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

公司 
3,478,800 0.40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中证全

指建筑材料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68,400 0.38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新锐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000,060 0.35 0 未知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196,200,592 人民币普通股 196,200,592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4,726,675 人民币普通股 44,726,675 

傅扬 9,389,698 人民币普通股 9,389,698 

陈胤铭 8,274,414 人民币普通股 8,274,414 

陈冠生 7,608,831 人民币普通股 7,608,831 

方水旺 4,893,829 人民币普通股 4,893,829 

郭俊君 3,826,229 人民币普通股 3,826,229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3,4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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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全指建筑材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3,2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8,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新

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000,06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第二、第八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数 增减比例 增减原因 

应收账款 974,877,727.75 1,603,671,558.77 -628,793,831.02 -39.21% 本报告期收回工程款、销

售款以及执行新收入准则

重分类调整所致 

预付款项 237,814,091.98 183,696,434.34 54,117,657.64 29.46% 主要系新增合并重交再生

预付账款7,286万元 

合同资产 513,219,842.25  513,219,842.25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

分类调整 

其他流动资

产 

133,259,188.41 98,738,385.41 34,520,803.00 34.96% 主要系本报告期待抵扣进

项税增加 

存货 724,206,555.30 640,552,316.07 83,654,239.23 13.06%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

分类调整 

短期借款 1,050,070,000.0

0 

831,642,200.00 218,427,800.00 26.26% 主要系本报告期新增短期

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65,700,000.00 84,700,000.00 -19,000,000.00 -22.43% 主要系应付票据到期结算

所致 

应付帐款 982,572,973.91 1,439,626,609.86 -457,053,635.95 -31.75% 主要系支付应付的工程

款、材料设备款所致 

预收款项 37,176,677.51 131,781,801.55 -94,605,124.04 -71.79%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

分类调整 

合同负债 122,749,330.10  122,749,330.10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收入准则重

分类调整 

应交税费 47,677,145.51 65,699,528.28 -18,022,382.77 -27.43% 系缴纳相关税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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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506,129,316.39 1,142,229,316.39 -636,100,000.00 -55.69% 主要系归还一年内到期银

行贷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824,192,493.46 25,416,571.03 798,775,922.43 3142.74% 主要系本报告期发行超短

期融资 

长期应付款 3,694,221.79 4,695,089.15 -1,000,867.36 -21.32% 主要系重交再生融资租赁

租入设备所致 

专项储备 10,209,585.97 7,854,591.98 2,354,993.99 29.98% 主要系新增计提安全生产

费 

 

利润表变动及原因：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增减数 增减比例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6,905,985.81 546,333,949.62 -199,427,963.81 -36.50% 

本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

承建的项目未开工或虽已

开工施工进度放缓，营业

收入减少；同时区内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未正常开

工，水泥等建材需求量减

少，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

减幅较大 

营业成本 277,383,598.50 439,652,490.65 -162,268,892.15 -36.91% 
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

随之减少 

税金及附加 2,501,471.02 1,776,481.55 724,989.47 40.81% 
当期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

相关税费增加 

营业费用 20,769,628.56 6,270,232.19 14,499,396.37 231.24% 
主要系含运费销售水泥增

加导致运费增加 

财务费用 36,835,084.54 13,173,868.64 23,661,215.90 179.61% 
主要系发行可转债和超短

期融资计提利息支出增加 

研发费用 10,050,625.57 9,031,356.53 1,019,269.04 11.29% 
主要系新增合并重交再生

报表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2,427,571.60 

 
2,427,571.60 100.00% 

主要系收回部分工程款、

销售款冲提信用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 185,732.64 
 

185,732.64 100.00% 
主要系新增合并重交再生

形成 

其他收益 
 

12,047.59 -12,047.59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昌都高争

收到返还个人手续费 

营业外收入 171,138.24 18,091,771.00 -17,920,632.76 -99.05% 
主要系上年同期西藏藏中

和高争商混收到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 349,541.00 56,997.90 292,543.10 513.25% 
主要系新增合并重交再生

形成 

所得税费用 -618,051.39 5,482,001.38 -6,100,052.77 -111.27% 主要系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变动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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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增减数 
增减比

例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4,100,697.75 -645,040,245.85 260,939,548.10 不适用 

主要系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同比增加，资金

回笼较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6,256,797.24 -112,160,418.47 -74,096,378.77 不适用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

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1,482,927.19 156,277,393.62 245,205,533.57 156.90% 

主要系借款增加和

发行超短期融资所

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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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

行不超过 18亿超短期融资券和不超过 12亿中期票据的议案》。 

2020 年 1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20】SCP14号），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18亿元，注册额度自《接

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由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020年 1月 20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超短期融资券 2020年度第一期发行工作，发行结果如下： 

超短期融资

券名称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0西藏天路SCP001 

代码 012000249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20-1-20 兑付日 2020-10-16 

发行总额 8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 

发行利率 3.68% 付息频率 到期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面值 100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全额到账。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日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二）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12 月 6 日披露了《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

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25 号），拟以

现金 14,017.26万元收购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交再生”）40%股权

并以 5.33元/股的价格认购重交再生定向增发的 14,750,000股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西藏天路

将持有重交再生 51%的股权，重交再生将成为西藏天路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于 2019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重庆重交再

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重交再生股东重庆咸通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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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通乘风”）、陈先勇、嘉兴臻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宁波君

润科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签署了《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补充协

议》，对交易价格、股份转让款支付条件等协议条款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相应修订。 

2019年 10月 25日，上述相关股东履行了重交再生股份转让的相关程序，并于 10月 28日正

式取得《证券登记过户确认书》。 

2019年 10月 31日，公司与咸通乘风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咸通乘风不可撤销地在该

协议有效期内排他授权公司代表咸通乘风行使其持有的重交再生 11%股份的表决权。公司应在协

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谨慎勤勉地行使履行委托权利；对公司行使上述委托权利所产生的任何法

律后果，咸通乘风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责任。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股份认购

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重交再生签署了《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对股份认购的方式及

支付方式进行了补充约定。根据《股份认购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公司将全部以现金认购重交再

生向其发行的股份，公司用于认购股份的现金将于重交再生公告/通知的期限之前存至重交再生指

定的银行账户。 

2019年 12月 1日，重交再生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定向发行股

份的相关议案。根据发行方案，公司已于 2019年 12 月 6 日履行重交再生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认购

的缴款程序，将认购资金汇入重交再生指定账户。 

公司于 2019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订<股份转让

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对业绩奖励及收购后董事会安排进行了补充约定。 

重交再生已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

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20]229号），并于 2020 年 3月 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确认书》，本次重交再生向公司定向发行新增的 1,475.00 万股股份已于

2020年 3月 2日完成登记，并于 2020年 3月 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截止目前，公司已持有重交再生 51%的股权，重交再生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协议转让及参与定向增发收购重庆重交再生

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的进展公告》 

（三）可转债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共计 25,561.92 万元，分别为预先投入昌都新建 2,000t/d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二期）

项目的 8,070万元、林芝年产 90万吨环保型水泥粉磨站项目 11,885.02万元、重庆重交再生资源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及增资项目的 5,606.90万元；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合计

人民币 185.77万元（含税），包括律师费用 95.00 万元、会计师费用 50.0万元、资信评级费用

25.00 万元、发行登记费用 10.87 万元、信息披露费等其他费用 4.90 万元。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5,747.69 万元，本

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25,747.69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0年 3月 19 日发布的《西藏天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 

（四）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暨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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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0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西藏高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投资公司”）转让位于拉萨

市柳梧新区东环快速道以西、景观大道以东的面积 33334㎡商业服务用地及面积 7485㎡的地上建

筑物，以 2020年 1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拟转让标的评估价值为 17,573.06 万元，最终资产出

售价格为 19,154.64 万元（含税）。鉴于未来十二月内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西藏天

路 22.67%股权存在被无偿划转至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争建材集团”）名下

的可能，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高争投资公司作为高争建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即构成公司

关联方，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已根据西藏自治区国资委批复精神完成本次非公开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

涉及标的资产的国资备案程序。以 2020年 1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国资备案的拟转让标的评

估价值为 17,573.06 万元，与公司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

建筑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一致。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1日发布的《西藏天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2020年 4月 22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

让一宗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2019 年度利润分配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具体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元（含税），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865,384,510股，以此预计分配现金红利

总额为 69,230,760.80 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

配预案尚需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8日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六）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经公司审计

委员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意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的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公司 2020 年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审计费用共计 70万元，其中

财务报告审计费 4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 30万元。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 月 18日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七）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按照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咸通乘风

和陈先勇对重交再生 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额为 3,200 万元，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2020 年 4 月 16 日出具的“中天运核字[2020]第 90168 号”《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相关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重交再生 2019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99.20万元，超出 2019年度业绩承诺额 199.20万元，咸通乘风和陈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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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交再生 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8日披露的《西藏天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八）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规定，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均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已披露的财务报告，对

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 月 18日披露的《西藏天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九）确认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确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与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8,066.02万元，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 2020年度预计发

生金额为 26,333.68万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8 日披露的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 

（十）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事项 

根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整合重组西藏建工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的批复》（藏政函[2020]20号），原则同意西藏高争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西藏建工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集团”），将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路

置业集团”）无偿划转至建材集团，整合后天路置业集团为建材集团一级子公司。 

本次天路置业集团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图如下所示： 

 

本次天路置业集团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

东仍为天路置业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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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集团股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详见公司

于 2020年 4月 21日发布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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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多吉罗布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