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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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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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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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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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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799,450,735.80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36,776,178.46元，按《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计提10%法定盈余公积金14,804,785.78

元，2020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421,971,392.68元，加上2019年度剩余未分

配利润1,600,312,719.48元，减去2019年度对股东的现金利润分配69,233,411.92元

， 加 上 其 他 变 动 1,553,531.17 元 ， 2020 年 度 可 供 投 资 者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1,954,604,231.41元。公司拟以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以截止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918,529,192股为参考计算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为73,482,335.36元。在实施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上述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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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天路 6003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炳芳   

办公地址 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   

电话 0891-6902701   

电子信箱 xztlgf@263.net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工程承包，水泥及水泥制品生产销售，沥青及沥青制

品生产销售，大宗商品贸易，矿产品生产销售及其他。 

2、经营模式 

建筑方面：公司及主要控股子公司具有住建部批准的公路工程总承包壹级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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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水利水电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资质。主要承揽建筑施工工程，包括公路、市政、桥梁、铁路、水利等

施工业务，同时参与区外 PPP、EPC 等项目建设。 

建材方面：公司建材业主要经营模式是以水泥及水泥制品为主的建材生产与销

售，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报告期内同时开展沥青及沥青制品生产加工销

售业务。公司控股 2 家水泥企业，即持 60.02%股权的西藏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持

64%股权的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1 家沥青混凝土制造企业，即持 51%

股权的重庆重交再生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参股 2 家水泥企业，即持 30%股权的西

藏高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持 7.5%股权的西藏开投海通水泥有限公司。 

贸易方面：公司控股子公司重交再生于 2020 年 4 月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天

路国贸。2020 年 12 月，经公司与重交再生协商，以评估价格收购了控股子公司重交

再生持有的西藏天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1%股权，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等。 

矿产方面：作为西藏优势特色产业，公司持续将矿产业作为战略资源储备。目前

公司持有西藏天路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90%的股权，持有西藏天联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80%的股权，拥有尼木县冲江及冲江西铜矿、工布江达县汤不拉铜钼矿及那曲县旁嘎

弄巴铅矿的探矿权。 

1. 行业情况说明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做好西藏工作的一系

列方针政策，全面部署了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中共西藏自治区委

员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要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规划

新建一批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加快推进现有进出藏和通口岸公路提质升级规划建

设；全力推进川藏铁路建设，有序推进滇藏、新藏铁路部分路段和拉林铁路二期前期

工作，加快中尼铁路日喀则至吉隆段前期工作，协调推进青藏铁路格拉段和拉日延伸

段电气化改造及外部配套供电工程规划建设。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发展，加快雅鲁藏布

江中游、澜沧江上游西藏段水电开发；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加快数字化发展。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藏自治区各类工程项目延期开工复工且进度放

缓，对公司建筑施工和建材销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面对此不利因素，公司积极应对，

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力求在“稳”字托



底上有成效，在“保”字落地上有突破。建筑业方面，不断改进工程管理模式，提升

工程管理水平，建高质量精品工程；建材业方面，优化建材生产工艺和技术，强化建

材产品营销力度，更专注于各项高科技筑路新材料和道路养护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和

服务，生产市场认可度高的建材产品。通过科学化延伸产业链，不断巩固和提升建筑

建材板块的区内市场占有率，形成联动效应、规模效应，实现经济效益。面对复杂的

外部环境，公司在发展规模、速度不相匹配，在运营效率、人才储备、业绩资质、技

术创新、品牌影响等方面与行业领先企业仍有一定的差距，必须全面深化经营体制改

革、转变经营模式、创新经营思路、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484,793,634.99 11,462,739,466.83 8.92 8,564,214,745.07 

营业收入 7,076,781,813.74 5,621,295,713.83 25.89 5,021,393,225.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6,776,178.46 433,575,442.51 0.74 449,564,048.2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0,126,686.95 427,702,772.01 -1.77 426,831,426.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4,401,386,012.92 3,640,987,429.28 20.88 3,044,605,206.1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95,752,768.32 705,753,929.77 -15.59 685,839,667.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9 0.50 -2.00 0.5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8 0.46 4.35 0.5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0.72 13.28 减少2.56个百

分点 

15.3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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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05,985.81 

1,884,367,478.

86 

2,234,143,221.

22 

2,611,365,127.8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062,627.17 189,964,157.69 171,733,853.57 128,140,79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52,777,491.72 178,462,694.51 164,627,178.83 129,814,30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4,100,697.75 504,638,768.02 187,249,313.12 287,965,384.93 

报告期四季度归母净利润较三季度下降 4,359.31 万元。主要原因：（1）参股公司高新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四季度业绩不如预期，本公司投资收益减少；（2）由于西藏地区气候原因，四季度进

入建材产品销售淡季，销售减少，利润比三季度降低；（3）公司四季度计提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

较第三季度有所增加。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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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9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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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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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天路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 

0 196,200,592 21.36   质押 97,500,000 国有

法人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0 44,726,675 4.87   无   国有

法人 

杨三彩   42,460,080 4.62   无   境内

自然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461,803 11,526,346 1.25   无   其他 

傅扬 5,930,660 10,930,660 1.19   无   境内

自然

人 

赵旭   8,098,043 0.88   无   境内

自然



人 

张韬   6,700,328 0.73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冠生   6,314,819 0.69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胤铭 -6,394,624 5,509,597 0.6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郭俊君 55,500 3,881,729 0.42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第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其他股东未知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4.85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28.72 亿元，流动资产 71.64

亿元，负债总额 59.14 亿元，所有者权益 65.7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4.01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70.7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56.21亿元增加 14.56亿元，增幅 25.90%；营业成本 51.39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38.74 亿元增加 12.65 亿元，增幅 32.65%；利润总额 8.99 亿元，较上年同

期的 9.41亿元减少 0.42亿元，减幅 4.46%；净利润 7.99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8.33亿元减少 0.34

亿元，减幅 4.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4.34 亿元，增加 0.03

亿元，增幅 0.6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本公司董事会决议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

调整。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本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本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

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本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 

本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作为合同资产列示。本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本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 月 1日尚未完成的

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2020 年 1 月 1

日）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

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的权利计

入合同资产；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

及提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已完工未

结算、长期应收款计入合同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

产；将与基建建设、部分制造与安装业务相关的已

结算未完工、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

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126,879,909.09 

合同资产—原值 429,975,932.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存货 -248,571,178.55 

合同负债 124,137,244.26 

预收款项 -131,781,801.55  

预计负债 599,047.80  

其他非流动负债 7,644,557.29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54,524,844.80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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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给予确定。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西藏天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等 3 家二级子公司具体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动”。 

报告期合并范围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第 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之（1）企业

集团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