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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4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公告编号：2019-027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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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高创意 股票代码 0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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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亚兵 王蕾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紫月路 18号院 5号楼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紫月路 18号院 5号楼 

电话 010-57963201 010-57963201 

电子信箱 hgcy002504@126.com hgcy002504@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 

    公司以创意设计为核心，设计施工双轮驱动，同时在精装修总承包、改造工程等领域沉淀形成竞争优

势，为客户创造高水准的作品，业务范围涵盖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星级酒店、高端写字楼、高端商

业、豪华住宅、大型公共建筑、医疗展馆、特色小镇文旅地产等多个领域。公司具有国家建设部核发的较

完备的资质证书，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渠道、多层面的发展策略，使弘高在国内建筑装饰设计领域

享有较高声誉，连续多年获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授予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设计机构奖（综合类），中国医院

建筑优质绿色供应商称号，最具影响力酒店空间设计机构称号，并获“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公司承

做的项目多次获得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创新奖。公司设计和施工项目的承接一般通过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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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邀标的方式取得。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营模式 

    公司依靠已经建立的多种业务渠道、信息网络和客户关系，广泛收集与自身业务有关的项目信息，并

指派专人做好客户关系的维护与跟踪工作，投标工作由投标中心组织完成。业务的承接一般通过公开投标

和邀请投标方式。业主在确定项目总投资及建设方案后，通常以招投标方式确定总包和分包企业，主要方

式包括：由业主直接确定总包和分包企业，业主先确定总包再委托总包进行分包。工程一般按设计和施工

进行分阶段招投标。在项目中标后，中标公司与业主签订合同，对工期、施工范围、完工量确认方式、合

同金额、工程款项的支付进度等进行约定。然后企业以项目为管理单元、按工程进度组织设计、采购、施

工和售后服务等。设计业务工作流程如下：在项目中标签批合同后一般需要经过制订项目进度计划，成本

立项，项目方案施工图设计评审，提交设计成果及确认交付等环节，并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设计跟踪服务

直到项目竣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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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1,443,721,905.40 1,771,243,681.03 -18.49% 3,637,541,3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70,619.27 -148,427,995.56 1 234,388,78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4,274.84 -142,899,054.61 2 232,565,645.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7,467.38 -532,754,255.19  48,519,61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14 3 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4 -0.14 4 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14.68% 15.44% 23.59%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601,946,963.59 4,919,468,970.31 -6.45% 5,839,532,76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8,634,461.07 944,221,732.49 1.53% 1,085,571,446.23 

注：1 公司报告期净利润实现扭亏为赢。
 

2 公司 2018 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 

3 公司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每股净利润为 0.0074 元。 

4 公司本报告期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每股净利润为 0.0074 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4,761,063.96 354,648,872.98 284,736,989.15 559,574,97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207,286.76 75,693,822.35 3,456,450.81 -6,372,36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18,712.18 73,900,637.30 3,246,885.95 -6,503,97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60,799.39 -77,510,308.81 14,127,124.12 -21,835,0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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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48,5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51,07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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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弘高慧目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30% 310,811,006 310,811,006 

质押 220,434,708 

冻结 310,811,006 

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9% 300,440,546 300,440,546 

质押 203,691,061 

冻结 300,440,546 

杨锡久 境内自然人 1.06% 10,876,921    

徐志祥 境内自然人 0.93% 9,505,455    

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7% 4,867,598    

刘爱娟 境内自然人 0.29% 2,945,072    

刘素荣 境内自然人 0.28% 2,909,920    

孙鹏 境内自然人 0.23% 2,401,000    

宋卫东 境内自然人 0.22% 2,266,500    

林钢 境内自然人 0.18% 1,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宁甄建涛夫妇。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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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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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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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装饰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的披露要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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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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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计信息，公司依照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等部分会计估计进行变更，详见2018年6月6日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5），该议案于2018年6月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并于

2018年6月27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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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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