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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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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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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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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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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南网架 股票代码 00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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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建华 张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前路 593

号 

电话 0571-82783358 0571-82783358 

电子信箱 jiangjh007@126.com zyan1213@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015,919,596.31 3,258,338,756.66 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707,515.15 68,653,191.09 8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16,996,028.49 58,135,412.78 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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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9,590,820.17 88,017,208.84 -23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2.79% 0.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9,979,866,150.42 10,084,674,947.13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94,661,815.12 3,881,367,126.37 2.9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4,6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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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

架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1% 314,515,000 96,875,000 质押 238,875,000 

杭州浩天物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24% 74,860,000 0   

郭明明 境内自然人 4.88% 50,445,991 37,834,493 质押 50,000,000 

建德市乾盈

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8% 35,974,025 35,974,025   

金鹰基金－

中信银行－

华宝信托－

华宝－中信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其他 3.48% 35,974,025 35,974,025   

金元顺安基

金－中信银

行－中诚信

托－2017 年

中信银行组

合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3.48% 35,974,025 35,974,025   

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东杲

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1% 25,974,024 25,974,024   

安信基金－

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

安心投资【6】

其他 1.75% 18,116,883 18,11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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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郭林林 境内自然人 1.74% 18,020,000 0   

徐春祥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周观根 境内自然人 1.74% 18,000,000 13,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杭州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郭明明与郭林林为兄弟关系；郭明明、徐春祥、周观根、郭林林分别持有浙江东南

网架集团有限公司 56.40%股权、5.72%股权、5.72%股权、5.72%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殷建木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2,0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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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当前，世界经济延续复苏态势，但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对经济复苏产生一定的冲击。国内经济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加大去产能力度。面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

行业原材料价格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严格贯彻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主动把握行业发展新

趋势，紧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大好机遇，稳步推进各项业务发展，业绩较上年同期明显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贯彻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积极利用宏观环境和行业出现的有利变化，稳步推进各项

业务发展，业绩较上年同期明显增长。2018年上半年，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实现营业收入

401,591.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0.7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11%。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一）坚持市场创新，高端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主攻“一号工程”，做大“国际化”工程，拓展“总承包工程”，创新“点多面广”工程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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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线，不断加强市场开拓，进一步固本强基。一是依托技术、品牌及管理等综合竞争优势，高端化发展，占领市场高地、

要地和重地；二是紧跟国家产业政策，积极承建政府投资项目、地方标志性建筑项目和高附加值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共承揽订单（含中标项目）450,739.10万元，其中承接了梅山吉利汽车总装车间和总装物流项目、深

圳星河雅宝项目、西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德清联合国地理信息展览中心等大项目，中标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学校PPP项目

社会资本采购项目等总承包工程。 

（二）坚持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走出去”步伐，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伙伴联盟、产业联盟、品牌联盟、信誉联盟，进一步拓展海

外市场。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深度挖掘现有海外市场的机会，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同时加强海外营销体系的建设，

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以及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公司在巴拿马设立分公司，负责巴拿马及周边国家和区域的市场开拓、

产品销售及工程项目服务。此举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海外战略布局，实现公司海外业务发展的整体战略。 

（三）坚持技术创新，装配化发展。 

2017年3月，住建部印发《“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管理办法》、《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管理办法》三个文件，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要求到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15%以上，培育5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20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50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建设3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科

技创新基地。此外推行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公司作为国家发改委授予的“国家装配式钢结构集成建筑

低碳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住建部首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报告期内不断加大高端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

力度，围绕装配式钢结构产业发展需要，搭建创新链条，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 

（四）坚持产业创新，多元化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建设的聚酯纤维项目受下游需求推升，盈利能力逐渐增强。公司经过几年的投入和优化调整，产

品品质提升，市场认可度大幅提升。市场开拓方面，公司产品面对中高端市场，为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公司在市

场调研、研发、生产、销售方面下苦功，加快提升公司聚酯纤维产品差异化的竞争力水平。此外，公司引进先进的德国巴马

格高速卷绕机设备，通过创新及工艺的不断完善，不断推进智能化制造的转型升级，2018年公司聚酯纤维产品的产能将达到

50万吨左右。 

（五）坚持模式创新，新兴化发展。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支持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尤其是鼓励由主结构为钢结构的企业来主导总承包项目。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拓展“总承包工程”，并加强设计管理、施工管理、合同管理、质量安全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全面

推进商业模式向总承包方向转型升级。报告期内公司总承包业务进一步推进，分别中标了联合国地理信息展览馆、华东师范

大学附属台州学校PPP项目社会资本采购项目等总承包工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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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的

规定和要求，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企业对

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公司编制2018半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将原列

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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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收益”。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2017半年度营业外收入405,925.71元，调增资产处置收益405,925.71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会计准则等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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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雄安东南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8年4月   

东南绿建公司 新设子公司 2018年1月   

(二) 其他说明 

    东南绿建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本公司尚未出资；雄安东南公司注册资本5,088.00万元，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本公司尚未出资。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春祥  

                                               

                                        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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