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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6-011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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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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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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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总股本 78,7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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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宏润建设 股票代码 00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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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余夫 赵余夫 

办公地址 上海市龙漕路 200 弄 28 号宏润大厦 11 楼 上海市龙漕路 200 弄 28 号宏润大厦 11 楼 

传真 021-54976008 021-54976008 

电话 021-54976007 021-54976007 

电子信箱 hrir@chinahongrun.com hrir@chinahongru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及新能源开发。公司依靠良好的市场信誉、优良的工程质

量、稳健的经营理念树立品牌形象，稳步开拓全国市场，是国内第一家进行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盾构施工的民营企业，轨道交

通业务已进入全国13个城市。 

1、建筑施工业务：报告期，公司积极开发外地区域市场，建筑业保持平稳运行，报告期新承接工程业务超过77亿元，

同比上年增长10%。其中轨道交通工程占承接业务45%，业务结构继续得到优化。 

2、房地产开发业务：报告期，公司稳步推进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及销售，签订普通商品房销售合同7.42亿元，同比上升

25.20%；签订保障房销售合同10.32亿元，同比上升650.01%。 

3、基础设施投资业务：面对新型城镇化及PPP等政策对建筑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公司努力拓展轨道交通及地下工程、

市政路桥等政府基础设施及保障房项目，加强投融资运作，PPP项目取得突破，中标石浦高速公路新桥连接线、屏南县外东

环路南段片区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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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能源开发业务：报告期，青海80兆瓦光伏电站运行正常，全年完成发电量14,906 万度。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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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8,507,984,273.38 7,973,617,216.37 6.70% 7,857,795,49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24,042.02 204,518,166.59 3.23% 179,226,19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493,899.29 200,270,311.82 6.10% 167,150,21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7,327,217.34 -292,625,932.89 604.85% 34,575,07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81 0.2597 3.2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81 0.2597 3.23%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1% 9.51% -0.40% 8.98%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4,897,235,302.93 13,907,812,668.46 7.11% 12,499,871,77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87,303,157.73 2,247,286,834.34 6.23% 2,062,910,391.6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904,954,494.37 1,636,300,524.76 2,399,075,324.29 2,567,653,92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371,696.63 34,817,944.68 56,366,188.07 59,568,2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179,531.59 35,422,841.82 57,365,839.87 58,525,686.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6,752,721.36 294,270,504.35 271,515,373.31 524,788,6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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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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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7,1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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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宏润控股 境内非国有 44.93% 353,831,138  质押 3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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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法人 

郑宏舫 境内自然人 15.25% 120,060,660 90,045,494 质押 111,900,000 

尹芳达 境内自然人 2.16% 17,031,220 12,773,415   

何秀永 境内自然人 1.23% 9,717,247 9,717,247   

严帮吉 境内自然人 1.03% 8,138,000    

施莹莹 境内自然人 0.93% 7,362,400  质押 5,899,999 

赵熙逸 境内自然人 0.74% 5,861,114    

李秀 境内自然人 0.55% 4,342,357    

李坚志 境内自然人 0.52% 4,062,224    

蔡振华 境内自然人 0.44% 3,500,000  质押 84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宏舫、尹芳达、何秀永、严帮吉、蔡振华分别持有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 35.64%股权、10.82%

股权、8.88%股权、10.16%股权、1.38%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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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度，面对新型城镇化及PPP等政策对建筑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公司发挥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及工程设计甲级资

质、业绩、技术、装备、管理、品牌等优势，努力拓展轨道交通及地下工程、市政路桥等政府基础设施及保障房项目，积极

开发外地区域市场，建筑业保持平稳运行，新承接工程业务超过77亿元，同比上年增长10%。其中轨道交通工程占承接业务

45%，业务结构继续得到优化。 

2015年公司新中标宁波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地下TJ3106标、珠海市格力平沙一期、郑州市南三环东延段三标、中山市

天奕国际广场三期、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地连通管C9标、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2号线下穿ST2-TJ-4标、杭州地铁5号线一期

SG5-17标、奉化市惠政东路一号拆迁安置用房、苏州高新区有轨电车1号线延伸线总承包二标、杭州市地铁6号线一期SG6-2

标、上海市轨道交通14号线7标、杭州市地铁5号线一期SG5-11标、屏南县外东环路南段（张老垅）片区开发、石浦高速公

路新桥连接线、太原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SGTJ-203标等重大工程项目。轨道交通工程进入全国13个城市。 

2015年公司加强投融资运作，PPP项目取得突破，中标石浦高速公路新桥连接线、屏南县外东环路南段片区开发项目。

青海80兆瓦光伏电站运行正常，全年完成发电量14,906 万度。公司房地产项目签订普通商品房销售合同7.42亿元，同比上升

25.20%；签订保障房销售合同10.32亿元，同比上升650.01%。 

2015年，公司重视工程质量安全及文明施工，创优业绩显著，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1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

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1项，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2项，全国用户满意建筑工程1项，全国AAA级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1项，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2项，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奖1项等荣誉。 

加强科技创新，荣获国家级工法1项，浙江省及上海市级工法7项，发明专利授权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5项，上海市、

宁波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各1项，甘肃省建设科技示范工程1项。公司承建宁波跨奉化江澄浪桥主桥钢拱肋顺利合龙。公司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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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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施工及市政

基础设施投资业

务 

6,202,735,307.81 240,434,070.11 10.47% -8.80% -1.15% -0.35% 

房地产业务 2,145,224,877.50 24,034,273.39 14.82% 112.70% 1,186.93%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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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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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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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子公司                                                                               单位：元 

名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宁德天宏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润基岩土技术有限公司 443,440.89 -56,5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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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郑宏舫 

                                                                             2016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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