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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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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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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刘光华先生和唐广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特委托董事多吉罗布先生和梅

珍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其他董事均出席董事会现场会议。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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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天路 6003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西虹   

电话 0891-6902701   

传真 0891-6903003   

电子信箱 xztlgf@263.net   

 



1.6   2015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01,104,527.89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6,267,456.37

元。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计提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8,785,565.46 元，加上 2014 年度

剩余未分配利润 319,149,506.80 元，减去对股东的现金利润分配 27,360,000.00 元，2015 年

度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429,271,397.71 元，公司以总股本 665,680,392.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33,284,019.60 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施工及水泥生产销售业务。围绕“提升建筑业、做强建材业、

发展矿产业”适度多元的发展战略，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提升制度执行力，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圆满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目标任务。   

1、建筑业：公司具有建设部批准的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资质，自治区建设厅核准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和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资质。报告期内，公司续建的工程项目 11 个，其中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6 个，房建工程项目 2，基

建工程项目 2 个，水利工程项目 1。分别为：西藏自治区省道 303 线边坝至玉湖公路改建工程、

国道 109 线格尔木至拉萨（K3033+000～K3091+000）段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扎达至达巴边防公

路改建工程第 A 合同段、西藏自治区察隅至沙马边防公路改建工程、昌都地区贡觉至拉妥公路改

建工程第 2 标段、西藏省道 301 线改则至革吉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第 C 标段；西藏自治区国资委

委属企业困难职工经济适用房建设工程、西藏天路建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棚户区改造及附属配套

工程；西藏高争股份有限公司四期技改（四号水泥磨系统续建）工程第一标段、西藏天路日喀则

高新雪莲水泥有限公司 2000t/d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林芝地区八一镇污水处理及收集系统

建设工程二标段。 

报告期内，公司新中标的工程项目 10 个，其中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5 个，房建工程项目 3 个，

市政工程项目 1 个，水利工程项目 1 个。分别为：滇藏新通道（西藏境）滇藏界至察隅县竹瓦根

公路改建工程施工第三标段、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城至扎拉乡段公路一期改建工程第一标段、西

藏昌都市特贡至邦迪矿山公路工程全一标段、西藏自治区加查至桑日公路新改建二期工程施工 A

标段、西藏自治区加查至桑日公路新改建二期工程施工 B 标段；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的职工周转房、开元拉萨饭店棚户区改造项目、西藏天路建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棚户区改

造工程项目；拉萨市百淀区洛卡桑村学子大道段市政道路工程全一标段；西藏拉洛水利枢纽及配

套灌区工程贝琼隧洞施工第二标段。 

2、建材业：目前，公司控股 2 家水泥企业，即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71.82%）、西藏

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62%），参股 1 家水泥企业，即西藏高新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或参股水泥企业的水泥产销量超过了 300 万吨，占自治区水泥总产能的 60%

以上。 

3、矿产业：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冲江及冲江西铜矿两证合并工作。同时，与西藏联诚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矿业权转让协议》，收购联诚矿业持有的汤不拉铜钼矿详查探矿权和旁

嘎弄巴铅矿普查探矿权。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矿评报字【2015】第

004 号、005 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10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西藏林芝工布江达县汤不

拉铜钼矿详查探矿权价值为 18,378.16 万元；西藏那曲县旁嘎弄巴铅矿普查探矿权价值为 14.43 万

元。两个矿权的总评估值为 18,392.59 万元。经公司与联诚矿业协商，确定以上两个矿权的交易价

格为 12,125 万元, 溢价率为-34.08%。（详见 2015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3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矿业权的公告》和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矿业权公告的补充公告》）。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4,964,856,969.41 3,170,651,100.45 56.59 2,917,161,509.19 

营业收入 2,086,969,182.32 1,415,827,375.50 47.40 1,745,372,440.2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267,456.37 63,705,168.90 129.60 4,871,898.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6,825,607.87 63,847,044.93 129.96 4,510,757.9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73,908,248.70 1,125,669,076.85 93.12 1,066,905,910.5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3,258,458.18 156,259,433.89 30.08 198,355,153.15 

期末总股本 665,680,392.00 547,200,000.00 21.65 547,2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12 116.67 0.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6 0.12 116.67 0.01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81 5.80 

增加5.01个

百分点 
0.46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6,272,560.40 741,511,544.95 731,195,762.48 457,989,3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17,581.60 60,818,206.95 90,580,894.37 -1,614,06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76,272.16 60,879,719.61 91,888,862.17 -2,566,701.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827,427.78 69,134,752.86 50,679,479.05 139,271,654.05 

说明：因受西藏特殊地理气候环境影响，第一季度、第四季度属于施工淡季，直接影响建筑

业和建材业的净利润。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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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5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6,30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 

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西藏天路建筑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150,923,532 22.67 0 质押 

75,00

0,000 
国有法人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38,880,294 5.84 0 无  国有法人 

申万菱信基金－光

大银行－申万菱信

资产－华宝瑞森林

定增 1号 

15,931,372 15,931,372 2.39 15,931,372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14,215,686 14,215,686 2.14 14,215,686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12,009,803 12,009,803 1.80 12,009,803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诺安基金－工商银

行－沈利萍 
11,887,255 11,887,255 1.79 11,887,255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鼎博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11,887,254 11,887,254 1.79 11,887,25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

限公司 
11,887,254 11,887,254 1.79 11,887,254 无  国有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11,887,254 11,887,254 1.79 11,887,254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陈冠生 3,207,280 6,977,280 1.05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96,486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149,504 万元，流动资产 305,739

万元，负债总额 234,267 万元，所有者权益 262,21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7,391 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 208,697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41,583 万元增加 67,114 万元，增幅 47.40%；营

业成本 153,25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04,200 万元增加 49,050 万元，增幅 47.07%。利润总额 22,993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4,675 万元增加 8,318 万元，增幅 56.68%；净利润 20,110 万元，较上年同

期的 11,121 万元增加 8,989 万元，增幅 80.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627 万元，较上

年同期的 6,371 万元增加 8,256 万元，增幅 129.59%。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根据业主方要求，公司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7 天内向业主方支付签约合同价的 20%作为履



约担保金和民工工资保证金（各 10%）。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公司自 2015 年起，对此类保证金

暂不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

务报表产生影响。（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

//www.sse.com.cn 网站上的《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孙、子公司共计九家，详见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下的在

子公司中的权益情况。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