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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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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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鉴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公司内部控制失效、审计范围受限等原

因，独立董事牛红军先生、江崇光先生、于海纯先生及董事何艳君女士对相关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

故在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中对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议案投出弃权票，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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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崇光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于海纯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因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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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长城、神州 B 股票代码 000018、2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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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玲 孙羽 

办公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3 号神州长

城大厦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 3 号神州长

城大厦 

传真 010-89045856 010-89045856 

电话 010-89045855 010-89045855 

电子信箱 1208806865@qq.com 000018sz@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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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和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业务为工程建设及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工程建设主要为国际工程总承包（EPC）业务和国内PPP

业务。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理主要采用收购现有医院、建设新医院、建设投资医院PPP项目等多种方式介入医疗健康产业，

进行医院医疗运营管理。目前，公司业务领域涵盖房屋建筑、道路桥梁、能源化工、医疗健康等，业务范围已遍布东南亚、

中东、南亚、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国外工程建设的主要模式是EPC总承包，即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

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国内工程建设主要采取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运作模式，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

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协商原则订立合同，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

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对价。 

公司业务包括项目的开发、融资、设计、采购和施工等环节，对于部分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项目，公司还参与投资与提供运

营服务。 

（二）工程建设行业宏观形势、竞争格局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国外工程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行业整体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行业规模持续扩大。报

告期内，公司入选“2018年ENR国际承包商250强”第138名奖牌（位列中国企业第39名，位列中国民营企业第1名）。根据国

家商务部2月份公布的《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前100家企业》、《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前100

家企业》，神州长城分别位列第40名、第75名。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8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298.3 亿

美元，同比增长4.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4亿美元,同比增长0.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地区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中国政府持续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强化与沿线国家地区的战略对

接，在基础设施建设、冶金工程、装备制造等领域迎来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为公司海外业务拓展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遇。 

国内工程方面：为进一步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市场发展, 2018年上半年，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

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示

范项目规范管理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进一步引导资源有效配置和防范风险，确保真正规范高效的PPP项目能够得以落地

实施，短期内市场有所回落。2018年10月后，伴随PPP清库及政府债务规范等工作的结束，投资企稳回升，基建投资重新启

动预计将带动整体投资形式向好。 

（三）公司资质情况 

1、报告期内取得的行业资质类型及有效期 

公司名称 证件编号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有效期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 

D211121409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2015-12-08至2020-12-07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1100201100009 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 －  2014-09-09 

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D151013599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 2016-11-03至2021-01-05 

D351461131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 2016-10-27至2021-01-11 

D251420240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2016-11-07至2020-11-18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贰级 

神州恒达工程有限公 D135112742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 2017-11-13至202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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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壹级 

D335095961 
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2017-12-29至2022-12-28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壹级 

2、报告期内相关资质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名称 证件编号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有效期 

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 
A111014739-6/1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 甲级 
2018-12-25至2023-10-11 

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 甲级 

注：报告期内，公司续期了资质，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竞争力 

3、下一报告期内不存在相关资质有效期届满需续期的情况 

 

（四）融资情况  

报告期，公司融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融资途径 2018年末余额 融资成本区间 期限结构 

1 
银行贷款 

1,664,568,470.43 5.2%-8.1% 1年以内 

160,440,152.95 3.5%-5.2% 1-2年 

- - 2-3年 

银行贷款小计 1,825,008,623.38   

2 
信托融资 

666,666,608.68 6.09%-9.9% 1年以内 

876,250,000 6.65%-9.9% 1-2年 

300,000,000 6.56% 2-3年 

信托融资小计 1,842,916,608.68   

3 
债券融资 

100,000,000 6.2% 1-2年 

145,000,000 6.2% 2-3年 

债券融资小计 345,000,000   

4 票据 211,334,653.11 0-10% 1年以内 

 合计 4,224,259,885.17   

（五）质量控制体系  

质量是工程施工企业的生命，质量是建筑施工企业形象的最好展示和宣传，公司历来非常重视工程质量管理，设有专门的质

量控制机构，全面负责施工项目的管理工作，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成熟的质量管控流程和体系，质量管控措施不断优化，

覆盖全面、运转高效；质量管理科学、规范。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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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987,687.02 6,497,124,980.52 -62.65% 4,664,999,11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4,739,736.40 380,090,990.82 -548.51% 473,661,8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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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11,440,495.34 377,087,197.69 -474.30% 470,274,60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7,879,055.45 -1,781,868,618.65 146.46% -1,687,875,81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04 0.220 -556.36%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04 0.220 -556.36%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22% 19.35% -150.57% 31.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9,603,455,934.89 11,667,845,186.30 -17.69% 7,986,178,96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5,202,473.51 2,151,482,467.52 -89.07% 1,777,948,1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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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442,740.92 663,528,834.32 672,083,613.81 167,932,49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523,628.75 -74,524,173.03 -118,516,821.76 -1,730,222,37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59,955.14 -93,066,640.49 -144,157,168.17 -1,233,776,64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9,676,459.22 288,487,906.41 189,148,952.32 -459,434,2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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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4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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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略 
境内自然

人 
34.36% 145,863,639 437,590,917 

质押 583,454,462 

冻结 583,454,556 

STYLE-SUC

CESS 

LIMITED 
境外法人 5.47% 92,970,910 0   

华联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18% 87,935,921 0   

何飞燕 
境内自然

人 
3.23% 54,800,458 0 冻结 54,800,458 

九泰基金－

交通银行－
其他 2.40% 40,696,7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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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泰慧通定

增2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

计划 

富冠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7% 23,235,313 0   

青海合一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9% 13,357,084 0 质押 13,357,084 

黄怀岸 
境内自然

人 
0.72% 12,300,000 0   

张序宝 
境内自然

人 
0.34% 5,852,820 0   

陈立红 
境内自然

人 
0.28% 4,775,7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大股东陈略先生及第四大股东何飞燕女士为一致行动人；第三大股东“华联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及第六大股东“富冠投资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是“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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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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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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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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公司异常艰难的一年，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国际贸易保护有所抬头，对外工程承包行业增速放缓，竞争不断

加剧。受2018年初国家资管政策和去杠杆的大环境影响，公司被金融机构采取抽贷、断贷等不同程度的收贷行为，导致公司

经营资金流动性困难，并引发一系列经营困难连锁反应。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出现还款逾期，主要账户和部

分资产及子公司股权被逾期金融机构采取诉前保全予以冻结，进一步导致公司部分员工欠薪，部分供应商欠款，新项目的投

标也受到了较大程度影响等。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减少，2018年度经营业绩首次出现亏损。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31亿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2.58%；实现营业利润-14.80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91.3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7.36亿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556.66%。 

工程建设方面，公司克服艰难险阻，扎根现有业务区域及规模，持续稳健拓展业务。报告期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公司

迎难而上。国外业务方面，公司承接了传统建筑工程业务---柬埔寨湄公河别墅项目；同时积极参与投融、开发及建设运营

项目，与国际化工程公司共同开发老挝东坡禧综合园园区；此外，完成了存量项目柬埔寨NAGA赌场2期和柬埔寨豪利钻石项

目（金边国民议会大街商/住宅开发项目）商住楼的竣工交付，并维持了柬埔寨区域、俄罗斯区域、斯里兰卡区域、马来区

域、阿尔及利亚区域、缅甸区域存量项目的正常运营。国内业务方面，公司成功对接成都人南广场项目、复华未来新世界项

目、新会希尔顿酒店及别墅项目等战略性项目。同时，积极拓展大客户，与知名房地产商及投资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有

望在2019年与公司签订高额业务合约。 

医疗健康产业为公司转型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支柱。2018年上半年，公司新中标河南省延津县路网水系PPP项目；由于受国家

金融政策调整影响，公司承接现有其他PPP项目融资受限，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此不利情况下，公司积极拓展基础设施传

统工程施工业务，利用现有资源，加强横向联合，预计未来将在传统建筑工程项目中有所突破。 

智慧房屋板块找准趋势精准定位，全面推进战略发展目标。近几年，我国政府接连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推动建筑业向建筑工

业化转型。公司已在广东湛江布局建立“神州长城住宅产业化（湛江）基地”，生产装配式配套产品。报告期内，基地厂房

框架建设基本完成，受困于金融环境，生产线尚未建立投产。与此同时，公司推动农村装配式业务，在全国各重点区域初步

布局成功。 

面对资金困境，公司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陆续开展了一系列企业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及时调研并改选董事成员、整

合高管团队、梳理业务板块、明确责任考核、加强资产保全、全面优化内控管理等诸多举措，切实激发企业逆境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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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工程总承包 1,853,545,312.44 1,854,176,312.80 -0.03% -56.57% -38.80% -29.05% 

装饰工程施工 430,784,976.15 494,437,274.02 -14.78% -78.62% -70.55% -31.47% 

分地区 2,284,330,288.59 2,348,613,586.82 -2.81% -63.64% -50.12% -27.88% 

国外 1,725,531,194.49 1,817,363,558.28 -5.32% -53.99% -40.14% -24.36% 

国内 701,456,492.53 632,137,076.59 9.88% -74.47% -65.84% -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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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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2018年初国家资管政策和去杠杆的大环境影响，公司被金融机构采取抽贷、断贷等不同程度的收贷行为，导致公司经营资

金流动性困难，并引发一系列经营困难连锁反应。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出现还款逾期，主要账户和部分资产

及子公司股权被逾期金融机构采取诉前保全予以冻结，进一步导致公司部分员工欠薪，部分供应商欠款，新项目的投标也受

到了较大程度影响等，2018年度经营业绩首次出现亏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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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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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情况详见财务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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