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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83                           证券简称：中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7 

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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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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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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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设股份 股票代码 00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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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家骏 陈晨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山水东路 53 号 无锡市滨湖区山水东路 53 号 

电话 0510-88102883 0510-88102883 

电子信箱 jszs@ jszs-group.com jszs@ jszs-group.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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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50,543,872.35 134,065,297.20 1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006,212.63 25,404,211.53 1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8,309,142.99 23,142,501.21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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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98,802.81 -11,263,837.27 21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3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0% 6.47% 提高 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44,397,853.79 520,554,838.09 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3,102,453.34 430,981,145.04 2.81% 

备注：报告期计提股权激励费用 299.95 万元，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22.49% 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1.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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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凤军 境内自然人 15.17% 13,185,280 13,185,280   

无锡市交通产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59% 7,466,640    

无锡中设创投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9% 5,726,080 5,726,080   

刘翔 境内自然人 6.53% 5,672,960 5,672,960   

廖芳龄 境内自然人 5.08% 4,412,160 4,412,160   

周晓慧 境内自然人 3.63% 3,151,360 3,151,360   

王明昌 境内自然人 3.36% 2,920,480 0   

孙家骏 境内自然人 2.54% 2,206,080 2,206,080   

陈峻 境内自然人 2.54% 2,206,080 2,206,08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45% 2,133,3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凤军、刘翔、廖芳龄、周晓慧、孙家骏及陈峻为一致行动人，共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在中设股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表决投票时以及对公司其他相关重大经营事项决策时采取
一致行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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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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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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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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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和“开拓、创新、发展”主题，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聚焦高质量发展，坚持“走出
去”战略，努力拓展全国市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业务模式向全产业链转型。同时，内部治理更趋规范，企业规模逐步扩

大，经济效益稳步增长，综合实力、品牌影响力、对外竞争力不断增强。  

（一）法人治理更趋规范。一是加强战略管理。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修订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公司战略方向和

发展路径；二是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三会”制度，进一步规范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 

（二）区域拓展纵深推进。公司继续坚持区域拓展和专业拓展双轮驱动，积极拓展省内、省外市场业务覆盖率，加快全国

化市场拓展进程，一是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实行全方位立体化经营模式，在全国设立了五大经营分中心，进行大区

分片经营管理；二是强化省内区域经营力度，调整区域经营部，深耕省内经营市场。报告期内，公司营收在省外、江苏省（市
外）、无锡市区域占比为25%：45%：30%；三是对外合作进一步深入。公司先后与安徽路桥集团和中设设计集团等单位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经营渠道。 

（三）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公司保持公司业务拓展的战略定位。一是做强做大市政战略业务，加强对海绵城市、综合管廊、
市政公用等新兴业务的经营，保持公司在战略上的竞争优势；二是做实做大交通业务，积极参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综合交

通体系建设、智慧交通、绿色交通等“交通强国”建设；三是做深做长产业链，保持公司在业务上实现综合发展。 

（四）投资建设取得进展。公司坚持“技术+资本”双轮驱动，运用资本手段推动公司外延式增长。一是与南京辉通公司共同

投资成立了江苏中设辉通智慧停车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该控股子公司，集团公司将更好地把握智慧交通高速发展的机遇，拓
展 “互联网+交通”的智慧交通系统的运用，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智慧停车领域的市场拓展进程；二是公司山水城基地项目1号

楼顺利封顶，预计2019年年底完成整体建设；三是浙江科欣在浙江市场的业务拓展逐步展开。 

（五）资质等级逐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公路行业甲级资质，公司承接公路工程全行业设计的业务类型和规模将

不受限制。 

（六）技术创新成果可喜。一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4.75%，同比增加12.34%，自主创新、论文发表和标
准规范编制范围内获得创新成果，积极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进行论文发表3篇；二是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

料等技术创新4个；三是省“四优”获奖13个项目；市政监理获得省优质工程奖“扬子杯”奖1个；四是受理发明专利2项；五是

积极组织开展与参与各项协会学会会议，协助省勘协召开了江苏省信息化大会、组织港珠澳大桥技术研讨会等；六是积极推

广“BIM”技术应用，参加无锡市勘协组织的“BIM大赛”荣获一等奖。 

（七）内部管理得到加强。一是重视人才建设。优化公司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制度体系，提升职工队伍整体实力。上半年，

公司授予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包括集团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含子公司），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相结合，促进公司持续、稳健、

快速的发展。二是持续强化制度执行，规范管理流程，提高工作绩效；三是进一步加强“中设股份”品牌建设，提升公司形象，

展现企业综合实力。四是事业部制运营进一步深化。各事业部/专业院进行类“公司化”运作。 

（八）管理创新长足发展。公司积极探索适合公司特色的发展新路，进一步改革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机制，提升发展能

级；进一步加快工程板块转型升级，积极参与EPC项目，助推公司规模化发展，努力为政府和广大客户提供全过程业务咨询。 

（九）文化引领走向深入。一是深入学习“井冈山”精神，号召全体员工进行“二次创业”，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把公司事业推向

前进。二是践行企业核心价值观，提升公司各级“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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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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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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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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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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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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