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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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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春雨 董事 出差 高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692646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西路桥 股票代码 0007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吉喜

办公地址 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街 17�号 环能科技大厦 12�层

传真 0351-7773591

电话 0351-7773587

电子信箱 sxlq00075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高速公路管理与运营，通过对高速公路进行综合开发经营、提升高速公路各种服务为

主要经营模式，并按照行业监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收益。

公司旗下运营的高速公路资产收费里程共计79.188公里， 主要系下属全资子公司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经营的榆和高速，其中，山西省榆社至左权段高速公路收费里程40.52公里，山西省左权至和顺段高速公路

收费里程总计为38.668公里。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635,063,398.55 884,393,996.72 -28.19%

1,606,833,705.

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16,584.23 149,824,101.50 -133.65% 48,510,52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366,970.46 157,099,783.06 -123.15% 96,779,60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3,761,247.20 478,560,437.22 1.09% 771,819,82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74 0.3193 -133.64% 0.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74 0.3193 -133.64% 0.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13.36% -17.60% 2.76%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8,134,365,317.32 8,552,836,246.28 -4.89%

9,180,745,527.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64,886,051.93 1,215,302,636.16 -4.15%

1,046,462,569.

6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237,724.78 131,892,440.41 218,882,116.72 253,051,11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704,234.67 -23,811,512.49 58,118,144.79 37,981,0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705,202.36 -22,699,935.29 59,578,611.52 49,459,55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76,559.27 46,921,207.27 161,036,771.70 255,326,708.9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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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6,09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4,434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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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9%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 12,416,539

华新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12,268,400

徐开东

境内 自 然

人

1.33% 6,221,234

山西省旅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6,000,000

宋常青

境内 自 然

人

0.88% 4,109,341

霍建平

境内 自 然

人

0.58% 2,727,711

青岛鑫诚嘉业

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0.49% 2,280,000

李颖

境内 自 然

人

0.48% 2,260,742

太原竞速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0.46% 2,143,4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中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前10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无限售条

件股东与上述前10名股东（除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

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疫情冲击、通行费减免政策、收费体制改革等外部形势，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

的坚强领导下，迎风破浪、真抓实干，坚持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 ，围绕“市场化经营、精细化管理”

主题，积极推进高速公路资产证券化，较好完成了年初既定的经营目标任务。

1.资产证券化取得进展。 自公司2020年8月11日停牌筹划重组以来，积极主动与国资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

及各股东相关方协调沟通，于12月22日将重组方案上报中国证监会。 2021年2月底，完成了证监会一次反馈意见答

复。

2.增收举措全面拓展。创新营销模式，以“精准、主动、惠民三大营销策略”为核心，通过“畅行榆和路·积分兑好

礼” 有奖问答互动、“听民歌赏花戏兑好礼” 、发放服务区代金券等营销方式，成功吸引保定市75辆货车行驶本路

段，直接增收近10万余元。全方位拓宽服务区增收渠道，左权服务区4个充电桩设备正式投入运营。加强闲置土地利

用，平整闲置土地20余亩，逐步开发药材种植实验基地，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合理安排实施日常养护及专项工程，

全面提升路况指标，PQI由90.99提升到93.18。 持续开展“擦亮窗口、倡导文明” 服务区环境卫生整治月和“厕所革

命” 活动，对服务区经营环境二次装修，根据客户需要增加菜品种类，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3.成本管控效果明显。 加强财务管控，协调金融机构下调贷款利率，将榆和高速46.58亿的存量贷款平均利率由

5.23%下调至4.62%。 加强运营经费的管控，建立健全运营经费预算标准，压缩非生产性支出，运营成本支出与管理

费用支出实现“双降” 。 加强专项工程审核，按轻重缓急对全年专项工程进行总体规划，组织人员到现场对工程量

进行一一核实，聘请省内专家对工程方案进行评审，强化预算审核，全年先后审批专项工程13项，审减专项工程预

算费用633.73万元。 创新养（维）护模式，日常养护实行内部管养分离，机电维护实行“自养+委托咨询” 模式，变

“被动”养护为“主动”养护，通过机制创新降低养（维）护成本，切实降低日常养护费用与隧道机电维护费用。

4.管理规范化逐步提升。 对制度体系进行全面修订，搭建起路桥股份管理的“四梁八柱” 。 从管理标准化入手，

制定了《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清单》等多项党内制度，修订完善了《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员工考勤管理办法》《安全费用使用及提取管理办法》等7项基本管理制度，全面提升管理规范化水平，实现

管理脉络清晰、务实高效、科学可控、稳健有序。

5.风控能力不断加强。 强化重组遗留诉讼案件统计分类、数据审核、公告发布、开庭跟踪、后续办理等各项基础

工作，严格出具律师意见并跟进落实，全年合同法律审核率达100%。 深入推进“三零单位” 创建，进一步加强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圆满完成特殊时期信访维稳工作。 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零事故” 单位创建为抓手，积

极开展“全员参与安全管控·全线消除安全死角”安全生产活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整治；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完成

危险路段整治、路面面层修复、桥面微表处修复等工程，提升了本质安全水平，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全年未发生

安全环保责任事故。

6.党建与生产深度融合。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党对防控工作统一领导、统一指

挥、统一行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配合地方部门做好防疫检测及跨省联防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两手抓、两不误”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1235”党建工作项目为抓手，开展“党建+”系列工作，紧

密围绕改革发展、疫情防控、恢复费收、收费营销等重点工作，打造引领改革发展成效明显的党建项目。 党员干部大

力创先争优,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增收挖潜等任务中当骨干、作表率。 特别是在“6·30” 榆和高速云山特长隧道

险情处置中，科学应对、有效处置，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高速公路隧道设备设施安全，涌现出了一批能打

硬战、敢于担当的基层干部，发挥了模范作用。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高速收费行业

635,063,398.5

5

262,105,392.8

8

41.27% -28.19% -27.34% -30.3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家免收车辆通行费政策影响，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8.19%，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减少133.65%。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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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 收入〉的

通知》 (财会【2017】22�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于 2020年1

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

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披露的《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0—0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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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相继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2021）晋01民初301号、305号、306号、317号、

320号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合计5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当事人

原告：林红、肖胜强、周军、田亮、訾华。

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林红、肖胜强等5人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4,195.69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3、事实与理由

原告认为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使其受到投资损失, 原告购买股票的时间在被告虚假陈述实施日以

后,至揭露日之前。 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的判决或裁定，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晋01民初301号、305号、306号、317号、320号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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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晋01民初39、41、43、44、62、67、69、72、75、76、79、81、83、

85、86、88-93、95、96、136、137、159-163、165-167、171、173-175号《民事判决书》37份。

二、有关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多次发布了关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详情请见： 公司自2018年9月22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97、2018-102、2018-114、2018-120、2019-02、2019-09、2019-019、2019-021、2019-023、2019-028、

2019-029、2019-030、2019-030、2019-038、2019-039、2019-041、2019-042、2019-044、2019-045、

2019-047、2019-048、2019-049、2020-08、2020-018、2020-019、2020-028、2020-030、2020-031、2020-033、

2020-034、2020-035、2020-036、2020-038、2020-051、2020-052、2020-055、2020-059、2020-062、

2020-063、2020-074、2020-075、2021-03、2021-04、2021-06、2021-11、2021-12、2021-14）。

三、判决情况

1、关于（2021）晋01民初3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3,00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顾飞投资损失人民币

21,823.56元。

2、关于（2021）晋01民初4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95,00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焦俊峰投资损失人民

币92,985.60元。

3、关于（2021）晋01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747.5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顾光华投资损失人民

币 4,087.76�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4、关于（2021）晋01民初4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3,392.4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姜卫军投资损失人民

币33,392.45元。

5、关于（2021）晋01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97,358.33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丹投资损失人民币

97,214.04元。

6、关于（2021）晋01民初6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7,788.3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徐娟投资损失人民币

17,788.31元。

7、关于（2021）晋01民初6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4,506.5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乐鸣投资损失人民

币14,502.75元。

8、关于（2021）晋01民初7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1,933.5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秦汉忠投资损失人民

币21,926.97元。

9、关于（2021）晋01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1,954.2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耀兰投资损失人民

币21,954.22元。

10、关于（2021）晋01民初7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645.66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小伟投资损失人民

币6,645.66元。

11、关于（2021）晋01民初7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969.53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邢伟伟投资损失人民

币2,969.53元。

12、关于（2021）晋01民初8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66,335.99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顾刘燕投资损失人民

币66,303.34元。

13、关于（2021）晋01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7,968.7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蔡莉投资损失人民币

7,967.90元。

14、关于（2021）晋01民初8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7,387.8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国华投资损失人民

币27,387.87元。

15、关于（2021）晋01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8,085.9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周应锋投资损失人民

币18,085.90元。

16、关于（2021）晋01民初88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7,828.15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邹越投资损失人民币

27,828.15元。

17、关于（2021）晋01民初8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4,119.3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肖华投资损失人民币

34,076.02元。

18、关于（2021）晋01民初9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14,296.1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继投资损失人民币

14,274.89�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19、关于（2021）晋01民初9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7,395.72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旭投资损失人民币

17,395.72元。

20、关于（2021）晋01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7,776.08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蒋晓丽投资损失人民

币17,776.08元。

21、关于（2021）晋01民初9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580.9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薄化翠投资损失人民

币8,573.11元。

22、关于（2021）晋01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4,337.74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淑芬投资损失人民

币34,337.74元。

23、关于（2021）晋01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0,727.21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辉投资损失人民币

10,727.21元。

24、关于（2021）晋01民初13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6,054.07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田冬元投资损失人民

币16,054.07元。

25、关于（2021）晋01民初13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2,837.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琴投资损失人民币

22,061.43元。

26、关于（2021）晋01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6,012.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潘海雄投资损失人民

币55,511.00元。

27、关于（2021）晋01民初160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489.8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贺娟投资损失人民币

5,390.96元。

28、关于（2021）晋01民初16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858.6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薛春燕投资损失人民

币5,858.6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9、关于（2021）晋01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057.4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青敏投资损失人民

币3,055.3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0、关于（2021）晋01民初16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13,559.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颖投资损失人民币

13,559.00元。

31、关于（2021）晋01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4,926.8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何海鲲投资损失人民

币4,923.83元。

32、关于（2021）晋01民初166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226.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树凤投资损失人民

币1,045.09元。

33、关于（2021）晋01民初167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674.6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梁宇丹投资损失人民

币5,674.60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34、关于（2021）晋0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5,840.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彭剑投资损失人民币

1,167.93元。

35、关于（2021）晋01民初17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2,081.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詹中凡投资损失人民

币2,081.00元。

36、关于（2021）晋01民初174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8,199.6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封增凯投资损失人民

币8,199.60元。

37、关于（2021）晋01民初175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3,652.00元；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判决结果主要内容：被告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郭培涛投资损失人民

币3,649.28元。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依据上述《民事判决书》公司将承担共计768,256.47元赔付义务，并承担相应案件受理费用。 依据公司对该类

诉讼预计负债的计提标准，公司预计本次及以往公告的该类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2021） 晋01民初 39、41、43、44、62、67、69、72、75、76、79、81、83、85、86、88-93、95、96、136、137、159-163、

165-167、171、173-175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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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7日以书面、电话及邮件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27日在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技大厦1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袁清茂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7名，董事王春雨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高在文先生代为出席表

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举行，会议召集、参与表决董事人数、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就公司有关重大事项进行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20年年度报

告》之第三节、第四节的相关内容。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7.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认为：2020年，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并持

续开展内部控制评价等各项工作，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公司会计资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

性，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8.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1.66万元。 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4,468.34万元，加以前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06,017.26万元。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9.审议通过了《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签署《＜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5票回避、0�票弃权、0�票反对；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

事袁清茂先生、李武军先生、刘安民先生、高在文先生、王春雨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

签署《＜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5票回避、0�票弃权、0�票反对；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袁清茂先生、李武军先生、刘安民先生、高在文先生、王春雨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

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一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14.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

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

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以上第1、2、4、5、6、8、9、10、11、15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

2021-32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6月29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2日

（七）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技大厦 12�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8.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9. 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签署 《＜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10.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8.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9.00

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签

署《＜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1.00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现场登记（异地股东可传真登记、信函登记，传真或信函登记请注明“山西路桥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登

记”字样，并致电0351-7773592予以确认）。

股东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均须提供原件）：

1、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委托代理人股票帐户卡及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股票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式

样附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股票帐户卡。

（二）登记时间：2021年6月28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00。

（三）登记地点：山西路桥股份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范辉 梁旭涛

联系电话：0351-7773592

传 真：0351-7773591

邮政编码：030006

（二）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55

2.投票简称：“路桥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

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该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

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对于本授权委托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

愿表决。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

2.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00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8.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

9.00

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签署

《＜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

11.00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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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7日以书面、电话及邮件方式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27日在太原市高新区高新街环能科技大厦1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郜勇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5名。 会议议程、决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组织开展了内部控制评价工

作，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纳入内部控制规范和评价范围的单位

的各项业务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并执行有效，不存在重大缺陷。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41.66万元。 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4,468.34万元，加以前年度滚存未分配利润，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06,017.26万元。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故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7.审议通过了《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签署《＜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榆和高速公司2020年业绩承诺期的方案，是公司在突发新冠疫情影响下根据目前客观

环境及实际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对业绩承诺期所做出的调整。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榆和高速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暨调整业绩承诺期并

签署《＜重大资产置换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公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没

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9.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

反对。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以上第1、2、3、4、6、7、10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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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春雨 董事 出差 高在文

公司负责人袁清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武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建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95,950,646.64 31,237,724.78 52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306,346.27 -122,704,234.67 13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0,590,370.06 -122,705,202.36 13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1,984,152.06 20,476,559.27 446.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8 -0.2615 132.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8 -0.2615 13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10.63% 13.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093,413,626.31 8,134,365,317.32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4,192,398.20 1,164,886,051.93 3.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368,451.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944.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015.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32.40

合计 -1,284,023.7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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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4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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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79%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

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5% 12,416,539

华新燃气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12,268,40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1.39% 6,521,234

山西省旅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8% 6,000,000

宋常青 境内自然人 0.88% 4,109,341

新余善思投资

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青

岛鑫诚洪泰智

造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其他 0.77% 3,601,000

霍建平 境内自然人 0.59% 2,790,811

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0.57% 2,675,117

李颖 境内自然人 0.48% 2,260,74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30,412,280 人民币普通股 130,412,280

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416,539 人民币普通股 12,416,539

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2,26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68,400

徐开东 6,521,234 人民币普通股 6,521,234

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000

宋常青 4,109,341 4,109,341

新余善思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青岛鑫诚洪泰智造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601,000 3,601,000

霍建平 2,790,811 2,790,811

方奕忠 2,675,117 2,675,117

李颖 2,260,742 2,260,7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中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华新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与其他前10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10名股东（除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471.29万元，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原法定春节假期免收通行费期间延长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收通行费政策影响，通行费收入大幅减少。 本报告期公司所属榆和高速公路收费天数同比增加，通行

费收入大幅增长。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6201.06万元，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车辆通行费收入减少影

响，同期净利润亏损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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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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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

况索引

2021年01月0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不适用

2021年01月0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不适用

2021年01月20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不适用

2021年03月02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不适用

2021年03月04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

不适用

2021年03月17日 公司 电话沟通 其他 其他 咨询股民诉讼事宜 不适用

信息披露

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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