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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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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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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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衡设计 6030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义新 李宛亭 

电话 0512-62586618 0512-62586618 

办公地址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111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111号 

电子信箱 security@artsgroup.cn security@arts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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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610,337.58 3,111,410,497.80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49,196,498.69 1,767,783,657.7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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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27,321.65 -193,562,610.56   

营业收入 750,737,913.83 658,979,282.62 1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511,968.57 73,332,902.70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7,802,459.04 71,574,133.29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63 4.21 增加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36 0.2664 13.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36 0.2646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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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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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普成长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8 101,450,008 0 无 0 

冯正功 境内自然人 7.18 19,755,714 0 无 0 

张谨 境内自然人 2.64 7,260,460 200,000 无 0 

苏州广电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1 6,355,932 0 无 0 

邹金新 境内自然人 1.62 4,451,057 0 无 0 

徐海英 境内自然人 1.30 3,577,228 160,000 无 0 

柏疆红 境内自然人 1.30 3,572,105 624,000 质押 2,855,600 

苏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发展集团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3,177,966 0 无 0 

苏州汇方同达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3,177,966 0 无 0 

陆学君 境内自然人 1.11 3,042,964 16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冯正功系赛普成长控股股东，冯正功与赛普成长系一致行

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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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公司严格贯彻执行年初制定的集团战略规划及重点任务目标，积极应对国内

外经济和设计行业的新形势，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品质优先，技术引领，创新驱动，通过强化业

务发展持续夯实和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公司继续保持了

健康、稳定的良好发展态势。 

1、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1 亿元，同比增长 13.9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51.20 万元，同比增长 13.88%。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公司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加强，在夯实长三角、西南、华南等主要市场的基础上，继续加大

了在淮海经济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要市场的开拓。公司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原有

援建霍尔果斯、参与肯尼亚蒙巴萨经济特区及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中国工业园等项目基础上，成

功拓展柬埔寨中国路桥区域总部大楼等东南亚项目。 

同时，公司 EPC 业务取得重大突破，分别中标（或被公告为中标人）29.38 亿元的苏州阳澄

湖景区配套酒店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工程、3.14 亿元的新建 SIG 康美包亚太三厂项目工程总

承包项目、8.67 亿元的昆山杜克大学二期 EPC 工程二标段（西北侧建筑单体+室外工程+综合管网）

等重大项目，充分体现了公司利用自身的设计技术实力及项目管理经验进一步推广“以设计为龙

头的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优势。 

2、投并购工作有序推进 

①公司完成华造设计少数股东权益的收购，在华造设计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69.13%提升为目

前的 96.48%，提升了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未来盈利能力。 

②结合设计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新情况、新变化，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与优秀设计人才、设

计大师等的合资合作力度，并作为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战略区域布局的一部分，目前公司拟与北京

睿谷菁成工程顾问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成立北京睿谷联衡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进一步

强化医疗产品线及华北地区布局，上半年已成功中标（签约）苏州太湖新城医院、郑州龙湖医院

等标志性项目。 

③7 月 2 日，公司与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方苏州工业园区中衡衡利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江苏省环境新技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起人协

议书》，公司拟投资 1,500 万元，占合资公司 30%股份。通过与省环科院的合作，积极布局环保新



领域、把握未来发展先机。 

④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间接投资的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苏州工业园区苏优

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投资的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苏州工业

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投资的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投资德睿亨风）都已申报科创板，并处于上交所审核过程中。 

3、持续推进技术进步 

2019 年度上半年，公司共获得省级及以上工程设计奖 45 项，其中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12 项。

截止到 2019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工程设计奖 564 余项。 

7月初，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 2019年度苏州市城乡建设系统优秀勘察设计评选结果。

公司共斩获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16 项、三等奖 13 项共 36 项大奖。其中一等奖包括民用建筑一等

奖 4 项，工业建筑一等奖 2 项，住宅建筑 1 项，均为公司原创作品。获奖项目涵盖了建筑工程、

住宅、风景园林、装饰工程、幕墙工程等多个类别。 

4、员工激励进一步强化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 2018 年第二次回购公司股份计划，累计回购股份 2,38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87%，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30,166,185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均价为 12.67 元/

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回购的顺利实施为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进

一步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的积极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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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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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并对可比期间的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2、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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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会计准则。根据衔接规定，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

综合收益。 

3、公司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现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参照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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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司原按成本计量，变动

不影响权益，不影响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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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