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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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志利 出差在外 李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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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8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兼顾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权益，公司拟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644,167,6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10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6,441,676.58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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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建股份 600853 北满特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征宇 许晓艳 

电话 0451-82281860 0451-82268037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109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109号 

电子信箱 Zhengyu-wang@sohu.com lj_xuxiaoy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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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6,449,109.65 12,778,103,051.6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4,403,799.22 956,547,262.16 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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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939,710.82 -1,027,577,712.7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465,657,482.67 3,007,640,047.05 -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3,766.23 18,991,962.02 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762,254.73 15,141,570.49 3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13 2.2651 减少0.49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8 0.0354 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8 0.035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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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4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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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4.45 286,339,763 107,360,000 质押 89,489,881 

谢文娟 境内自然人 0.58 3,750,300 0 无 0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0.38 2,420,000 0 无 0 

唐本国 境内自然人 0.34 2,176,806 0 无 0 

王桂青 境内自然人 0.33 2,132,157 0 无 0 

林国志 境内自然人 0.30 1,959,860 0 无 0 

张世伟 境内自然人 0.22 1,400,843 0 无 0 

陈剑波 境内自然人 0.20 1,310,000 0 无 0 

王德云 境内自然人 0.20 1,280,000 0 无 0 

孙培好 境内自然人 0.20 1,279,93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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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实施“3+2+2”和“四个同步”发展战略，调结构、稳增长、闯新路、惠

民生。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46,565.75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4,225.37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4.38万元，期末资产总额 1,330,644.9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施工生产稳步推进，品牌信誉不断提高。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合同订单 64个项

目，合同金额 46.49亿元。公司高度重视施工生产管理工作，工程优良品率达到 100%，合同履约

率 100%。公司坚持推广“四新”技术应用，深入贯彻“四标一体”管理体系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各在建项目坚决执行，施工标准化水平显著提高，成效明显；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未发生一

般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广受业主好评，公司品牌信誉得到进一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资本运作有效开展，多元发展指向明确。根据盘活资金、做大市值的指导思

想，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后续工作。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建设集团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736万股，最终以每股 4.38 元的发行价格，募集资金 4.7 亿元。截至 2018

年 3月 22日，公司按照证监会规定完成募集资金的划转，并将其存储至专用账户，专款专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得到改善，注册资本金增加至 6.44亿元，资产负债率由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92.22%降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 87.92%。在做强做优主业的同时，公司积

极拓展多元化产业布局。在农业电商方面，拥有自主品牌“暖寒黑土”系列农产品的东北沃野公

司加强产品营销，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在文化旅游产业方面，以黑龙江龙建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为主导，以黑龙江省发展大界江旅游产业带为契机，加快培育龙建“峰悦”文化旅游品牌，尝

试形成一条与龙建主营业务交互的文化旅游生态交通产业链，为公司多元化发展注入新内涵。 

报告期内，企业管理持续强化，信息化建设深入推进。公司继续巩固企业管理成果，全面梳

理各项管理制度，优化职能分配，量化考核指标，强化经济活动分析效果，在成本管控方面形成

“预警-分析-纠偏-反馈”的成本管理闭合链条。不断优化“互联网+成本”的管理模式，结合内

部审计“全覆盖”，确保对各项目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动态监控。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公司

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现代化管理水平，本着“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成本管理为主线，规

范业务管理流程”的原则，通过规范业务流程，明确分工，分清责任，提高执行力及工作效率。 

报告期内，科技研发不断深入，技术推广持续加强。公司持续深入推进“科技兴企”发展战

略，保持科技投入，科技研发工作不断深入，技术应用推广与成果转化工作持续加强。公司评审

确定重点研发项目 10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 

报告期内，财务管理水平稳步提高，风险防控措施日益完善。根据发展需要，公司财务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保证了公司资金链的延续和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同时在风险防控方面不断提高

力度，切实完善两级融资管理架构，着力打造“双信用、双平台、总分协调”式的融资管理体系。

全面规范风险评估、投资权限、过程监管、责任追究，强化投资风险防控。坚持把项目实施期间

的风险管控作为投融资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政府、银行、企业等各方意见，制定融资方案，合

理掌控资金投入节奏和投入比重，减少融资借贷成本，保证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率，并着力加大财

务、法律、市场、投融资、工程部门在合同管理方面的联合工作力度，风险防控措施得以完善。 

报告期内，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梯队建设不断完善。公司持续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

人才需求规划，创新培养机制，拓宽选拔途径，出台激励政策，努力搭建合理的人才梯队。在创

新培养机制方面，积极实施龙腾计划，着重培养关键岗位重点人才的战略分析、品牌建设、团队

领导能力；在拓宽选拔途径、出台激励政策方面，公司大力推行“导师培养制”和“岗位轮换制”。

同时开展“优秀导师”、“优秀新员工”评选表彰活动，增强导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新员工

工作热情，在公司内部树立比学赶帮超、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 

报告期内，党建工作落在实处，文化引领凝心聚力。“党委会前置”、“三会一课”、“中心组学

习”等制度的贯彻落实成为常态化，实现了党的建设工作登上新台阶的重要转变。政企、银企、

警企共建延伸至党建领域。宣传载体建设有效加强，企业发展思路、发展面貌、发展潜力得到全

方位展示。企业文化建设焕发崭新局面，《公司志》和《年鉴》编纂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公司年

末组织的大型文艺汇演等一批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化精品广受业界好评。工会组织开展的各

项活动更趋常态化、多样化、制度化。职工凝聚力、执行力、创造力持续提升，成就感、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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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云龙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 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