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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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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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全筑股份 60303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夏宇颖 

电话 021-33372630 021-3337263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宁路1000号15楼 上海市南宁路1000号15楼 

电子信箱 ir@trendzone.com.cn ir@trendz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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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8,184,852.06 5,307,375,448.74 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661,265,079.71 1,606,557,650.3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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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15,429.88 -223,430,608.35 -38.57 

营业收入 2,684,306,553.26 1,711,945,437.26 5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2,115,254.41 25,750,179.59 180.06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4,963,049.70 21,289,978.32 20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1 1.77 增加2.6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5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05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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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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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斌 境内自然

人 

31.00 166,927,781   质押 115,741,000 

陈文 境内自然

人 

9.34 50,289,420   质押 39,505,300 

全维投资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35 28,800,000   无   

蒋惠霆 境内自然

人 

3.83 20,631,300 420,000 质押 18,030,000 

丛中笑 境内自然

人 

3.28 17,658,480 420,000 质押 12,120,000 

城开集团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2 15,739,920   无   

孙金波 境内自然

人 

1.13 6,059,135   无   

易居生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6 5,690,920   无   

博时基金－招商银行－

博时基金－中船岳升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7 5,208,333   无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

金鹰润隆穗通定增 165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7 5,208,33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朱斌、陈文、蒋惠霆、丛中笑、全维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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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84 亿元，同比上涨 56.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96.30 万元，同比上涨 205.13%。 

（一）公司现有业务 

公司属于建筑装饰行业，主营业务为住宅全装修，客户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近三年住宅

全装修业务占比均在 80%以上。除此之外，公司还有设计、家装施工、工程家具生产制造、软装

配饰等业务。 

全装修住宅即为成品住宅，国外成品住宅率在 80%以上，我国的住宅开发主要以毛坯房为主，

成品住宅率很低，与国外存在很大的差距。近年来随着国家政府提倡引导绿色建筑，全装修住宅

比例有所提升，增速发展。 

（二）定制精装业务 

住宅全装修是 B TO B 业务，客户为房地产开发商。定制精装是 B TO B TO C 业务，客户为

个人小业主。定制精装是以开发商为导入口，为购买毛坯房的个人小业主提供有限的可供选择的

装修套餐。定制精装与全主修的区别在于：全装修是开发商向个人小业主出售已经装修好的成品

住宅；定制精装是开发商向个人小业主出售毛坯房，小业主再与公司签订单独的装修合同。定制

精装与个人家装的区别在于：个人家装是零散分散的装修；定制精装是集中式装修。考虑到目前

国内还是以毛坯房开发为主，定制精装是公司现有业务住宅全装修的有力补充。 

定制精装提供 4 个套餐/系列可供选择，单价分 800 元/米 2、1000 元/米 2、2000 元/米 2、3000

元/米 2 共 4 档。今年上半年，定制精装共签约 29 个项目楼盘，实施了 47 个样板房装修，主要分

布在上海、重庆、成都、武汉、郑州、石家庄等城市。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定制精装业务签约 16.62

亿元，已签约待实施金额 28.66 亿元。 

（三）长租公寓 

自 2017 年底国家政府提出租赁住宅后，许多地产开发商纷纷发布了租赁住宅开发计划。其中

上海地产拿地 10 余块，计划 2018 上半年开工 4000 套租赁住房，到 2018 年底开工 100 万平米，

2020 年交付 2 万套租赁住房。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地东设计今年上半年与上海地产签订了两份租赁住宅设计合同，地点分别

位于古北和虹桥。目前公司也正在和上海地产就租赁住宅项目进行共同研发，并已开始进行样板

房装修。在样板房的装修中，我们使用集合了集成吊顶、集成地面、机电 SI 系统等八大体系于一



体的装配式技术，以及智慧公寓 KNX 系统，保障施工快速、环保，实现智能住宅。 

（四）报告期内主要事项 

1、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完成了 5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计 21 万股限制性股票注销回

购工作。截止报告期末，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共计 174 人。同时，公司对本

激励计划股票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 5.045 元/股。 

2、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延期 2 年的事项。 

3、2018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4、2018 年 2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控股股东

朱斌先生在未来 6 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7 月 6 日，朱斌先生完成了

本次增持计划，共计增持股份 1,470,801 股，占公司总股本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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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