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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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林辉 工作原因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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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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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设集团 603018 设计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东涛 辛赟 

电话 025-88018835 025-88018838 

办公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电子信箱 ir@cdg.com.cn ir@cd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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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8,020,554.17 6,758,577,311.98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65,713,906.00 2,475,325,641.36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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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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912,648.50 -292,979,096.03   

营业收入 1,914,521,740.35 1,702,147,004.86 1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574,562.11 167,647,651.46 2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80,599,078.45 156,400,511.97 1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1 7.62 增加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6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36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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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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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明图章 境内自然人 4.76 22,089,782 0 无   

杨卫东 境内自然人 4.00 18,557,246 154,205 质押 9,052,568 

邱桂松 境内自然人 3.76 17,459,710 0 无   

王辉 境内自然人 3.20 14,877,792 0 无   

胡安兵 境内自然人 3.11 14,435,815 113,901 质押 1,135,160 

李郁蓓 境内自然人 1.18 5,497,019 1,332,000 质押 1,332,000 

上海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长富山 1 号私募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5,296,343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5,186,25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行业领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4,798,099 0 

无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 4,690,28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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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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9,100 亿元，同比增长 5.8%，增速比 2018

年全年降低 0.1 个百分点，比 1-5 月份提高 0.2 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6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 0.44%。 

报告期内，集团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的发展目标，狠抓战略落地，推动业

务模式全产业链转型，优化治理结构，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集团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集团首次申报 ENR 全球工程设计公司排行榜，并荣登“全球工程设计公司 150 强”榜单，排名第

61 位。 

2019 年上半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91,452.17 万元，同比增长 12.48%；实现净利润 21,229.25

万元，同比增长 24.17%；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0,771.76 万元，同比增长 23.47%。

工程承包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20,680 万元，主要是 EPC 业务，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 0.82%提升为

4.76%，公司工程承包业务的管理能力有了大幅提升。集团新承接业务额 400,305.97 万元，同比

增长 18.83%；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新承接业务额 332,206.86 万元，同比增长 13.05%，集团勘

察设计业务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与去年同期承接了数个大型项目相比，在面临江苏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较少的基础

上，集团完成的新承接勘察设计项目合同额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3.05%，表现了集团作为勘察设

计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 

报告期内，集团深入把脉交通行业发展未来，以高端规划为载体，积极打造中设智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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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控制规划》、《江苏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重大

规划项目，将江苏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并将研究技术向内蒙、河南、广东、安徽等省

和相关市县推广，在全国层面强化综合交通规划的影响力。目前已承接了《广东省综合立体交通

网规划》、《珠江口过江通道规划布局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规划》等项目，承接中国工

程院委托的《江苏省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沪苏高铁一体化发展研究》，在全国智库最高平台

贡献中设智慧，也为后续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报告期内，集团秉承贴近客户和市场的理念，根据业务拓展和市场需求，大力开展 EPC 业务，

2019 年上半年集团基于设计和项目管理的 EPC 业务取得快速增长，2018 年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今年处于加快发展的阶段。各专业都已经从规划设计走向施工和运营管理。这个变化，奠定了中

设从单一的设计机构，变成全专业链、全产业链的机构，进一步深入技术和资本合作的步伐。 

报告期内，集团文化建设、改革与发展工作有序推进。文化建设工作着力构建“拼搏者”文化

体系，明确了“拼搏者”文化落地实施方案目标和实施计划，通过文化宣贯、微信宣传、行为体系

访谈等手段，广泛宣传“拼搏者”文化的核心内涵和理念。改革与发展工作围绕 “两个提升、两个

中心”，推进业财一体化为核心的数据中心建设工作，提升客户满意度，提升绩效。 

报告期内，集团先后成立南京地铁运营咨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设设计集团安全科技（江

苏）有限公司、北京中设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中设商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不断拓

展集团在地铁、安全、施工、商业运营等领域的产业链。 

报告期内，集团加快开拓水利市场，上半年着重对中设水利业务发展战略进行研讨，制定了

中设水利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了中设水利战略性新兴业务，积极开拓潜力市场。 

报告期内，集团顺利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版认证审核，为建设人才队伍强、创新能力强、

资源配置强、风险管控强的四强企业，实现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社会形象优、布局结构优

的四优目标提供了方法和依据。 

报告期内，依托集团自主立项，积极推广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发展，前期成果应用核心技术+

的理念、通过不断的更新和迭代，持续着良好的推广势头，水下三维场景构建应用系统、公路工

程风险分级和隐患排查智能化管控系统、智慧灯杆、智慧照明等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报告期内，为快速打造一批年轻善战、拼搏进取的青年管理者团队，集团与国内顶尖大学合

作，第一期 246 人“青年英才培训班”正式启动。“青年英才培训班”将通过课堂学习、行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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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导师制、轮岗等方式，培养一批践行集团“拼搏者”文化，勇于担当，敬职敬业，具有全局观

及较强推动力的青年管理者。加速成长，使其尽快具备承担更高岗位职责的能力，为集团战略目

标实现，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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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 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以下统称“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要求相关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上述

文件要求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本

次变更不涉及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该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

半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可比期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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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卫东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19 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