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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神州B    公告编号：2019-035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 7 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简报公告如下： 

一、2019 年第一季度订单情况 

合同区域 

第一季度新签重要订单 

（含中标或签订合同）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已中标未完工重要订单 

数量 金额（亿元） 数量 金额（亿元） 

海外 0 0 20 306.77 

国内 0 0 18 235.13 

总计 0 0 38 541.90 

二、重大项目情况 

1、2019 年第一季度中标及新签订的主要项目 

无。 

2、在执行的主要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2019 年一季度履行情况 

柬埔寨洪森路第 14 号村庄

55 层综合开发项目（PP50

项目） 

2.85 亿美元（约 19.7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总进度完成约 50%，其中土建进

度完成 87%，精装完成 30%，机

电完成 40%，幕墙完成 20%。 

柬埔寨豪利钻石项目（金边

国民议会大街商/住宅开发

项目） 

1.59 亿美元（约 11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合同内容已完工移交，维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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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晶壹号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 

1.24 亿美元(约 8.57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暂停施工。 

科威特财政部大楼翻新改

造工程分包项目 

3,970.68 万科威特第

纳尔（约 9 亿元人民

币） 

EPC 总承包 

各栋号楼房正在进行：结构拆除、

土建施工、钢结构安装、机电安

装、幕墙施工、装饰施工等工作。 

科威特国防部军事学院项

目分包工程 

9,414.81 万科威特第

纳尔（约 21 亿元人

民币） 

EPC 总承包 暂停施工。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莫

罗瓦里县镍铁厂 PKEF 生

产线工程 PC 总承包 

18.60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暂停施工。 

卡塔尔新港 NPP/0057 房

建与基础设施工程 

79,712.51 万卡塔尔

里亚尔（约 15 亿元

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正在进行结算收尾工作。 

柬埔寨 500 万吨/年炼油厂

项目 

6.2 亿美元（约 42.68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暂停施工。 

斯里兰卡科伦坡自由城市

中心总承包 

2.5 亿美元（约 17 亿

元人民币） 
施工总承包 

征迁及场平等尚未完成，施工尚

未开始。 

刚果（布）5000 套现代经

济适用房项目总承包 

3 亿美元（约 20 亿元

人民币） 
EPC+F 总承包 

项目处于融资阶段，工程施工尚

未开始。 

马来西亚 LIKAS 大道项目 

570,571,896.27林吉

特（约 9.09 亿元人民

币） 

工程总承包 前期业主影响，暂停施工。 

老挝万象东坡禧经济特区

开发-EPC 总承包合同 

13.81 亿美元（约

87.36 亿元人民币） 
EPC 总承包 暂停施工（注 1）。 

柬埔寨湄公河别墅项目 
0.47 亿美元（约 2.95

亿元人民币） 
工程总承包 暂停施工。 

俄罗斯海参崴滨海边疆区

娱乐度假城项目（第一期） 

0.94 亿美元（约 5.9

亿人民币） 
EPC 总承包 A 区裙房主体结构已经做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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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下一层做了一半；C 区基础已

完工。 

安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

建设、疗养中心建设 PPP

项目 

13.34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院方已上报市政府拟终止该项

目。公司正与相关资金方商谈解

决如何引入国企股东和后续贷款

问题。工程无进展。 

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珙县中医院妇

幼保健院迁建及养老中心

综合建设项目 

7.5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准备工作完毕，贷款资金筹集阶

段。 

吴川市中医院整体搬迁建

设 PPP 项目 
3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①基坑周边护坡工程3200㎡及排

水沟 600 米，完成率 100%；②挖

土方约 2000m³，完成率 20%；③

养生治未病中心楼工程桩约 81

根，已完成 60 根，完成率 74%。 

吴川市人民医院迁建 PPP

项目 
11.87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①基坑土方开挖完成 338000m³，

完成率65%；②工程桩完成92根，

完成率 9%；③支护桩破桩头完成

660 根，完成率 80%；超强钻完

成 325 条，完成率 30%；③锚索

完成 230 根，完成率 33%。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白杨湖

总部经济港 PPP 项目 
约 20 亿元人民币 

A 项目 BOT 模

式；B 项目 BOO

模式 

因项目土地尾款未到位，项目已

停工。 

人南国际广场项目室内外

装修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

同 

6 亿元人民币 
装修工程施工专

业分包 
因土建尚未完成，项目未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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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高新区泰安路、贺兰大

街等市政道路 PPP 项目 
约 10.66 亿元 PPP 模式 因项目融资未到位，暂停施工。 

延津县民生路棚户区改造

及会展中心建设项目 
9.82 亿元人民币 BOT 模式 

应延津县政府要求暂停施工，目

前正在进行清算。 

延津县生态水系及新区路

网 PPP 项目 
18.8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应延津县政府要求压缩总投资，

工程暂停施工。 

扶沟县高铁片区基础设施

PPP 项目 
6.53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正在与政府协调复工事宜。 

贾鲁河扶沟县城区段河道

综合治理（调整）工程 PPP

项目 

1.99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因融资未能到位，工程暂停施工。 

扶沟县全民健身中心建设

项目（二期） 
2.10 亿元人民币 PPP 模式 因融资未能到位，工程暂停施工。 

重庆迎龙湖乡村振兴示范

园区项目 
100 亿元 投资 项目尚在规划设计中。 

注 1：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 UPL 老挝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受让 UPL (MALAYSIA) SDN. BHD.（以

下简称“UPL 马来西亚”）持有的 UPL 老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UPL 老挝”）30%的股

权签订《老挝万象东坡禧经济特区项目股权合作协议》，以 1,000 万美元现金出资及 2,000

万美元工程施工垫资作为收购对价，UPL 老挝同老挝政府签署了 50+40 年特许经营权协议，

其作为东坡禧经济特区的特许经营者，全权负责东坡禧开发事宜（详见公司 2018-020、021

号公告）。2018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与 UPL 马来西亚签订 10%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持股

比例增持至 40%股权。鉴于业主方招商条件未到位，根据合同约定，公司认为不具备开工

条件，尚未投入施工垫资款，马方股东 UPL 马来西亚对此提出异议，并向香港国际仲裁中

心提起仲裁，公司已指定仲裁员正式应诉。 

注 2：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

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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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