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357                                公司简称：设计总院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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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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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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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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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总院 60335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洪强 黄淼 

电话 0551-65371668 0551-65371668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80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80号 

电子信箱 acdi@acdi.ah.cn acdi@acdi.ah.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94,628,909.75 1,491,343,506.91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6,964,922.49 790,580,413.90 5.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565,614.40 1,803,194.77 -3,957.91 

营业收入 554,190,859.70 482,979,949.16 1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9,426,515.39 117,255,323.18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8,061,477.67 115,274,543.14 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4.25 17.94 减少3.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48 2.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 0.48 2.0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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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68.18 166,000,000 166,000,000 

无   

王吉双 境内自

然人 
0.70 1,700,000 1,700,000 

无   

吴立人 境内自

然人 
0.58 1,400,000 1,400,000 

无   

徐宏光 境内自

然人 
0.58 1,400,000 1,400,000 

无   

操太林 境内自

然人 
0.49 1,185,000 1,185,000 

无   

谢洪新 境内自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然人 

王耀明 境内自

然人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刘新 境内自

然人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杨传永 境内自

然人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陈修和 境内自

然人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徐启文 境内自

然人 
0.45 1,100,000 1,1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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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在公司领导班子带领下，按照公司战略，IPO 规范运作的同时不断细化、强

化公司内控管理，提高办公与项目管理信息化、流程化管理；稳固传统业务市场，强化主营业务

重点项目按计划落实推进，加大了市场区域和业务延伸和跨界领域的开拓力度；不断加强产品质

量管理与科研创新，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和品牌资信影响度。公司业务和各项工作继续保

持平稳合理、快速有效发展的良好势头。 

1.经营业绩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54亿元，同比增长 14.7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5.53亿元，同

比增长 14.78%，勘察设计和咨询研发板块增长突出，同比分别增长 15.70%和 39.00 %；实现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亿元，同比增长 1.85%；上半年新签合同额 6.92亿元，同比增长 22.13%。 

2. IPO顺利通过证监会审核 

公司领导班子带领下，公司按照制度和要求持续规范经营，于 2017年 6月 13 日顺利获得证

监会 2017年第 89次发审委会议审核通过，为公司发行上市打下坚实基础。 

3.公司治理和内控持续稳定规范、不断强化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高管层的换届工作，为公司经营发展持续、

稳定提供了保障。结合公司上市公司规范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本管理制度和流程，提高企

业的风险管控能力和规范运作能力。 

4.明晰了发展思路和总体规划 

上半年，公司制定了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确定了坚持“一体、

两维、三驱、三布局”的 “1233”总体战略思路，明确了“5818”业务与产品规划。 

一体：即为工程建设提供跨区域、多领域（上下游和关联行业）集成一体化的产品与服务。 

两维：一维是勘察设计；另一维是跨界发展（勘察设计+纵向业务链延伸、勘察设计+横向关

联行业跨界、勘察设计+资本运营、勘察设计+互联网）。 

三驱：即科技、创新和文化。科技就是聚焦于工程工业化、工程信息化、工程智能化、工程

绿色化；创新就是聚焦于科技创新、产品与服务创新、机制创新；文化就是战略、品牌、精神、

制度、物质、行为。 

三布局：即是路(道、桥、隧)、城(市政、建筑)和水(水运、水利、水环境)。 

“5818”产品规划即为主营勘察设计、咨询研发、试验检测、工程管理、其他业务产品（总

承包、专业化施工、PPP\EPC\BOT\BT\PMC\EMC、资本投资）5 类产品与业务；聚焦公路、水运、

市政、建筑、水利、环境与国土整治、轨道交通、风景园林 8 个行业；涉足涵盖未来发展方向的

18个专业工程领域。 

5.不断拓展市场区域和业务领域 

上半年，在区域上，坚守省内及省外既有市场的同时，加强营销体系建设，继续加大西北、

西南市场以及湖北、广东等地经营力度，同时在华北、浙江等重点区域实现突破。新组建的天津

分公司连续中标多个工程设计项目，为进一步拓展京津冀市场打下基础；在新疆首次中标交通运

输部代部审查项目；子公司交勘院在江西省拓展经营，布局省外水运市场。 

上半年，在业务领域上，推进轨道、PPP、EPC及一体化工程服务等新型业务上规模、求发展，

促进工程服务转型，推进一体化平台。与浙江交工、天津城建组成联合体，成功中标 G25 富阳至

G60 诸暨高速联络线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合肥新站区少荃湖北部片区国家级示范综合

管廊项目；承接完成《安徽省普通省道网规划（2016-2030 年）》，综合交通规划能力迈上新的台

阶；与上海路桥集团签订上海昆阳路长江大桥 BIM 咨询服务协议，数字三维设计业务拓展迈出坚

实一步。 

6.不断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与科研创新 

强化质量管控，结合重点项目推进，树立标杆、总结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后续服务质量。

利用交通运输行业公路交通节能与环保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平台，积极推进桥梁工业化建造、BIM、

绿色公路、钢结构应用等相关技术研究创新，落实“绿色交通”理念，推进 “建筑垃圾再生作道

路材料用加工工艺及性能研究”和“尾矿砂用作道路材料关键技术研究”等固废处理科研课题开

展。上半年共向交通运输部、中国公路学会、省交通运输厅申报 12项规范及科研立项，完成通过

省级结题鉴定的科研和规范共 6项。新申报专利 23项，获得授权 7项。 

7.核心技术竞争力和品牌资信影响度全面提升 

上半年，公司积极推动交通行业桥梁预制装配化技术、钢结构及组合结构应用，总结核心领

先技术，主办和承办“公路钢结构桥梁技术研讨会”、“现代交通桥梁新技术发展暨桥梁预制装配

化技术、钢结构及组合结构应用技术研讨大会”等全国性大会 2 次，接待省内外行业主管和同行

交流考察数十批次，标准化、工厂化建造技术产生全国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荣获 2016年中国

智能交通规划设计行业十大优秀企业称号。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3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