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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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胡安兵 工作原因 凌九忠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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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设集团 603018 设计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东涛 辛赟 

电话 025-88018835 025-88018838 

办公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电子信箱 ir@cdg.com.cn ir@cd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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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2,865,779.88 5,269,405,989.47 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41,237,436.79 2,143,150,789.93 4.5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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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2,979,096.03 -188,679,968.11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702,147,004.86 1,013,000,693.97 6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7,647,651.46 120,646,083.02 3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6,400,511.97 116,059,646.74 3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62 6.18 增加1.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39 3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39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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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8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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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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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图章 境内自然人 4.76 14,925,528   质押 2,791,080 

邱桂松 境内自然人 4.27 13,396,501   质押 3,360,680 

杨卫东 境内自然人 4.00 12,538,679 104,192 质押 7,550,360 

王辉 境内自然人 3.62 11,357,661   质押 1,477,600 

胡安兵 境内自然人 3.43 10,753,929 76,960 质押 1,150,0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华鑫信托·鑫盈20号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3 8,880,000   无   

九合金控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 6,763,600   无   

中银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中银基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8 5,579,991   无   

李郁蓓 境内自然人 1.39 4,349,883   质押 888,000 

张志泉 境内自然人 1.13 3,552,605 59,200 质押 1,48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除李郁蓓、张志泉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安排。2、李郁蓓、张志泉于 2015年 10月 19日签署了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书》，李郁蓓承诺将其分割取得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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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股份股票相对应的公司决策参与权（包括但不限于表

决权、选举权等），在其持有期内委托给张志泉行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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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8%，我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经济结

构继续优化升级，新动能持续显著成长，总体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在国家严控地方政府债

务、严控 PPP 项目、严控生态环境保护底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的背景下，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3%。 

报告期内，集团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紧密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目标，狠抓战略落地，推动业

务模式全产业链转型，优化治理结构，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集团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2018年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70,214.70 万元，同比增长 68.03%；实现净利润 17,096.55 万

元，同比增长 40.05%；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0,950.62万元，同比增长 40.12%。

集团新承接业务额 336,880.12 万元，同比增长 26.87%；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新承接业务额

293,868.71万元，同比增长 18.82%，集团勘察设计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集团承担了江苏省内公铁水空以及综合交通等的重大规划。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2018-2035）、江苏省过江通道规划（2018-2035）、江苏境内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

划（2018-2035）、交通强国江苏省交通运输实施方案（2017-2020）、江苏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

一系列重大规划，提升了集团品牌，助力企业研判发展方向，带动了一批前沿性重大项目。在此

基础上，集团立足江苏，走向全国，开展了内蒙古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海南省综合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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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呼包鄂交通协同发展规划、云南省公路旅游交通规划、呼伦贝尔旅游交通规划等，促

进了新区域项目的开发。 

报告期内，集团进一步确立了在江苏交通设计市场的领头羊地位。集团中标常泰过江通道、

龙潭过江通道等勘察设计项目，在十年之后再次承接了大跨径过江桥梁的设计任务，意义重大。

此外，集团还顺利中标京沪高速新沂至淮安段、淮安至江都段改扩建工程、南京至盐城高速公路

工程、无锡至宜兴高速扩建工程等系列重大省内高速公路的勘察设计任务。 

报告期内，集团围绕“三个百亿”的战略，完成了各专业院\事业部 2017-2020发展战略的三

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制定七大专业院\事业部的三年指标，并按季度进行分解，确保战略的落地。

为适应集团组织机构调整和三层式管控模式，集团完成了基本管理制度的修订，并在基本制度的

框架下制定相关“办法”、“细则”、“规定”，本次基本管理制度和经营层相关细则修订完成后，集

团新管控模式下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完成。 

报告期内，集团西南区域中心、山东省区域中心相继揭牌成立。区域中心的建设是集团实现

“走出去”的核心支撑，省级区域中心的成立，进一步加快了集团的全国化布局，优化复合型组

织架构模式，有利于凝聚经营资源和优势，快速提升经营能力和拓展区域市场，树立中设品牌效

应。 

报告期内，集团先后成立中设设计集团腾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团中原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收购甘肃中梁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输出集团的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等，将集团

领先的技术能力和当地的市场需求高度结合，和国内每个城市的发展高度关联，力争成为每个城

市的智库，打造具有中设特色的可复制的“中设兼并购模式”。 

报告期内，集团积极拓展环保领域业务，努力形成集团在环保业务领域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

集团设立中设设计集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专业化环保工程团队，打造集投资、研发、咨询、

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维护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实现集团对环保领域的 EPC+O及 PPP

等项目进行专业化、集中化管理，凝聚全集团力量着力开拓环保产业市场，是集团升级转型的重

要突破，也是集团实现“三个百亿”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 

报告期内，集团持续深入开展“交通+”的研究。今后一段时期，交通运输设计咨询行业仍将

保持较快的增长，城市建设设计咨询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绿色、节能、环保领域，海绵城市规划

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智能交通、智慧城市建设等业务领域将有很大的拓展空间。集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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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交通+大数据”、“交通+资产管理”、“交通+智慧”、“交通+运营管理”、“交通+智慧工地”、“交

通+新能源”、“交通+环保”的深度探索，广泛应用协同设计、三维技术、动态模拟等技术，促进

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技术的集成应用，积极探索开展新创意、

新模式、新材料、新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中的应用，努力探索行业前沿技术，助推集团成为行业

先进技术的引领者。集团与中国公路学会合作成立了中路未来（北京）交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紧盯世界科技前沿、实现跨界融合，服务经济的发展，探索对产业经济的引领。 

报告期内，集团大力探索 EPC、PPP项目的运作模式，明确和规范了 EPC工程总承包项目中集

团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对 EPC 项目的前期跟踪、投标审查和决策做了详细的规定，根据项目规模

大小制定流程，列出风险清单进行识别，进一步规避和防范风险，同时，引进 EPC 领军人才和专

业人员 40 余人。上半年已立项的由集团牵头承接的 EPC项目有 S422贵溪市港黄至皇桥何家段公

路改建工程 EPC等 11个项目，共计 32,211.3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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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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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杨卫东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18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