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3032

公司简称：德新交运

公告编号：2017-017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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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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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四）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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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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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5,450,710.66 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143,932,209.12 元。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3,334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德新交运

董事会秘书
黄宏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黑龙江
路51号德新交运
0991-5873797
zqb@xjdx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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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3032

变更前股票简称
无

证券事务代表
谌婷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黑龙江路
51号德新交运401室
021-62119591
zqb@xjdxjy.com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与经营模式情况
公司属于新疆自治区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公司之一，目前主要业务包括道路旅客运输和客运
汽车站业务，其他业务包括房屋与仓库的租赁、车辆维修、车辆配件销售及道路货运业务。
公司道路客运服务主要为自治区内各地州市之间的市际班车客运业务，并提供部分班线的省
际和国际班车客运服务。公司拥有经交通主管部门核定的客运线路经营权，通过配置相应的营运
车辆为旅客提供人员及随身行李的运输服务，并按照规定收取相应费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国内客运班线 109 条、国际客运班线 11 条，班线客运车辆 383 台，班线客运客座 14,144 座，
平均日发班次 130 班以上；国内班线涵盖乌鲁木齐至新疆区内主要大中城市和甘肃、四川、山东、
浙江等其他省市；国际班线涵盖哈萨克斯坦等国。
公司客运汽车站业务主要包括向具有道路客运经营资质的企业提供其所属营运车辆进、出站
等各类站务服务，向旅客提供候车、休息、安保、信息等相关服务。根据车站级别及交通、物价
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费用，主要包括客运代理费、站务费、行包运输代理费、退票费、车辆停放
费等。目前，公司共经营乌鲁木齐汽车站、乌鲁木齐国际运输汽车站和五彩湾客运汽车站 3 座客
运汽车站，其中乌鲁木齐汽车站是国家一级汽车站。
2、行业情况
交通运输业指国民经济中专门从事运送货物和旅客的社会生产部门，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主要
包括道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运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等运输方式。道路运输，是一种在道
路上进行运输活动、实现“门到门”直达的陆上运输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公路、铁路、
水路、航空、管道运输并存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并且五种交通运输方式既相互补充，又相
互竞争。近年来，道路运输与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
展、拉动内需，国家将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铁路，铁路运输的快速发展对道路运输的冲击日益增
加，铁路的大面积提速使得铁路运输与道路运输的竞争更为激烈。公路运输具有灵活机动性强、
发车密集度高的特点，适用于中短途运输，因此，道路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主要承担中、短途
和复杂气候、地理环境下的运输任务。
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及自然条件以及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自治区交通
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仍呈现高位高速度大规模运行态势，但同时由于近年来高速铁路网的完善和铁
路快速客运系统的高速发展，加之维稳因素所限，对公路的干线客运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市场竞
争使道路运输企业业绩与毛利率水平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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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道路旅客运输市场发展迅速，但依然存在组织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较低，经营
主体呈多、小、散、弱的状况和经营行为不规范等问题，缺乏区域内或跨区域、具有集团化、网
络化经营的品牌主导型企业，也为公司夯实主业根基、提档转型、拓展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新疆旅游业呈现出“井喷”式发展高潮，按照政策引导、互联网定制、门对门服务、
线上线下联动走“运游结合”发展道路是公司极具视野的战略转型道路。
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2016 年公路旅客运输量快报数据显示，全国公路旅客运输累计完
成客运量 1,562,510 万人，旅客周转量 102,947,866 万人公里，其中新疆地区（数据含兵团）完
成客运量 47,016 万人, 旅客周转量 3,098,041 万人公里。报告期，公司完成客运量 223.62 万人，
旅客周转量 101,337.69 万人公里。

（三）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总资产

495,100,931.62

297,178,041.99

66.60

320,972,882.32

营业收入

256,045,518.08

327,846,553.32

-21.90

395,059,0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760,253.67

43,015,505.66

18.00

54,992,5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206,149.53

37,009,967.27

-26.49

52,277,30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1,443,129.00

210,740,649.39

99.98

192,950,89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214,879.66

55,887,365.78

41.74

88,143,28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3

18.60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3

18.60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3

20.07

增加1.46个百分点

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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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9,653,624.75

61,105,514.02

79,768,563.53

55,517,81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5,295.86

28,876,185.69

8,433,896.08

8,294,876.04

4,367,869.62

8,528,937.03

7,796,850.58

6,688,117.73

340,000.00

-6,778,317.45

-25,765,079.07

111,418,27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第 3 页 共 6 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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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6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5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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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条件的股份

份

数量

状

股东
数量

性质

态
德力西新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8,000,000

51.00

68,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6,666,000

20.00

26,666,00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3,334,000

2.50

3,334,000

无

国有法人

马跃进

2,000,000

1.50

2,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73,435

0.0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920

0.01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144

0.01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144

0.01

无

其他

银华财富资本-工商银行-银华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0,769

0.01

无

其他

9,552

0.01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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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却马跃进为德力西新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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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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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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司债券情况
□使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完成运输周转量 11,272.82 万吨公里，同比减少 17.78%，客运量 223.6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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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比减少 19.64%，货运量 0.75 万吨，同比增加 22.95%，完成旅客周转量 101,337.69 万人公
里，同比减少 21.59%，完成货运周转量 1,110.64 万吨公里，同比增加 56.15%；全年发班 48,766
班次，同比减少 8,028 班次；报告期，公司发生责任事故 1 起，无人员伤亡，责任事故率 0.002
次/车，责任受伤率 0 人/车，责任死亡率 0 人/车，与部颁标准相比：责任事故率下降 98%，责任
受伤率和责任死亡率下降 100%；与公司制定的在部颁标准基础上下降 40%的安全管理目标相比：
责任事故率下降 96.70%，责任受伤率、责任死亡率下降 100.00%。全年工业消防平安无事故。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910.47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3.21%；
实现营业成本 15,310.3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4.89%；实现营业利润 3,643.9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4.39%。
全年营业总收入完成年计划的 91.91%，主营业务收入完成年计划的 91.87%，营业利润完成年
计划的 91.37%。

（二）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三）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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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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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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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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