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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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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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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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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帐户股份数量为

基数，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5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464,372,640 股，

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股份 2,728,564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15,411,019.00 元（含

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度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金额为 62,165,557.14

元（不含交易费用），合计占经审计的公司 2019 年度以合并口径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 34.28%。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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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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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5-88018835 025-88018838 

电子信箱 ir@cdg.com.cn ir@cdg.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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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工程咨询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自上市以来，公

司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2019 年度新承接业务额、营业收入、净利润完成额均为 2015 年

度完成额的 3 倍以上。经营业绩的快速提升依托于以市场为引领、以人才为基石、以创新为驱动

的中设业务模式，依托于从江苏走向全国甚至全球、以交通和城市为主战场、全国化布局的中设

经营模式，依托于多方式吸引高端人才、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占领行业制高点的中设人才政

策模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资料，公司位列2017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

勘察设计收入50强第14位，2018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勘察设计收入50强第8位；2019年，公司

完成勘察设计类主营业务收入399,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37%，公司勘察设计业务继续保持

良好的增长态势。 

公司建立了覆盖全国每个省份的生产经营服务网络，在全国各省市均有业务，目前形成了以

综合规划研究院、交通设计研究院、水运设计研究院、城建规划设计研究院、铁道规划设计研究

院、环境与智能事业部、工程管理与检测事业部等七大业务板块为引领的全行业、多领域融合发

展的战略格局，业务主要包括公路、桥梁、水运、航空、市政、铁路与城市轨道、水利、建筑、

环境和智能工程等领域，可提供从战略规划、工程咨询、勘察设计到科研开发、检验检测、项目

管理、建设施工、后期运营的全寿命周期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勘察设计包括工程勘察、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作为独立第三方提供勘察或设计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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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为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可以在住建部划分的全部21个行业及8个专项范围内开展工程

设计咨询业务，且规模不受限制。公司为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可以承担除海洋工程勘察外的

各类工程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工程测量业务，规模不受限制。 

2、规划研究包括战略、区域及专项规划，城乡规划，项目建议书，预可、工可研究，评估咨

询，后评价，战略、政策研究，专题、专项研究，科研开发、技术推广，专业软件开发，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技术服务。公司为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质，具备承担各种城市规划

编制任务的能力。公司可以承接公路、港口河海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

工程，铁路工程，水文地质、工程测量、岩土工程，水利工程等专业的规划咨询，编制项目建议

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资金申请报告，评估咨询等业务。 

3、试验检测参数计量认证扩项后，共计7大类62个大项830个参数，包括原材料及半成品试验

检测、结构与构件检测、地基与基础工程检测、施工期监测监控、中间质量督查、交竣工验收检

测、运营期健康检（监）测、派驻检测等独立第三方试验检测技术服务。公司已取得公路水运工

程试验检测等级，包括公路工程综合甲级、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水运工程材料甲级、水

运工程结构甲级资质，可以承接公路、水运工程各类试验检测业务。 

4、公司由原单一的工程项目管理、项目代建积极向工程总承包业务发展，通过EPC、PPP项

目的承接，进一步拓展公司的业务链长度。公司在EPC总承包项目承接上有所选择，保持既积极、

也慎重的态度，重点在长三角以及大湾区等区域开拓市场，积极开展以设计、创意引领的工业化

智慧建造、城市景观提升和街道更新、智慧城市、智能设备系统集成等EPC业务。 

5、集团在主抓传统主营业务的同时，围绕交通强国“安全、绿色、智慧”的建设目标，积极

开展系统集成与产品研发工作。在中设环境板块形成了以交通噪声防治、水环境整治、农村污水

处理为代表的系列产品；在智慧板块建立了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城市、智慧服务区的“中

设智慧”品牌系列；中设安全版块，在过江通道、轨道交通、储罐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的风险管

控方面形成了优势。 

（二）主要业务的经营模式 

以技术为主导，以客户为导向。一方面，本公司在工程咨询行业（含规划研究、勘察设计、

项目管理、检测等相关业务）内具备一定的声誉和优势地位，一些项目的建设单位会向本公司发

出项目投标邀请，公司通过投标方式承接业务。业主也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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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等相关规定，直接委托公司开展工程设计咨询业务。另一方

面，本公司依靠已经建立的各种业务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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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评审可以参与竞争的项目由市场管

理处、各区域中心办事处组织各专业院所等部门进行投标。 

勘察设计业务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工作（含预可、工可、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从确定承接并开始组织生产到最后提交设计成果，一般需要经过制定工作大纲、方

案拟定与优化、设计方案评审、编制成果文件和成果审核审定六个环节。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注重

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成果文件须经过自校与复核后方能进入审核审

定环节，参与文件编制、审核、审定的人员与公司共同承担全部设计责任。 

公司对外采购主要是服务采购。公司对服务采购制定了相应流程与管理办法，建立了合格供

应商信息库。有服务采购需求时，综合考虑采购项目特点，考虑供应商的经营范围、资质等级、

质量信誉等因素，在合格供应商备选库中比选或进行邀请招标。 

公司积极拓展工程总承包业务，开展以设计牵头的路桥、建筑景观、BRT以及环保和智能等

工程业务。为规避资金、安全等方面风险，公司将有选择的在长三角、大湾区等经济发达地区优

先开展业务，同时选择能力强、信誉好的大型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展业务。 

集团通过系统集成及产品研发，一方面加快BIM、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主营业务的

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推行“科技投入”为“科技投资”的理念转变，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建设，促进核心技术的形成，推进产业化的发展，在安全、绿色、智慧等领

域均形成了独立发展的子公司，以技术创新带动公司新业务的拓展。 

（三）行业情况 

工程咨询行业主要是为工程建设提供服务，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密切相关，而社会的固定资

产投资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需求呈正比，因此工程咨询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周

期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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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8,074,368,191.32 6,758,577,311.98 19.47 5,269,405,989.47 

营业收入 4,688,414,138.02 4,198,494,898.62 11.67 2,776,259,94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967,351.81 396,169,215.81 30.74 296,656,65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63,336,198.86 357,594,339.07 29.57 277,858,14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67,591,665.39 2,475,325,641.36 15.85 2,143,150,78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258,942.15 326,711,002.38 23.74 290,290,436.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6 0.86 34.88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6 0.86 34.88 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9 17.28 
增加2.11

个百分点 
15.9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84,593,728.16 1,129,928,012.19 830,547,767.50 1,943,344,63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6,488,201.28 130,086,360.83 85,287,938.53 226,104,8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73,743,090.14 106,855,988.31 79,797,473.61 202,939,646.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4,907,190.09 -335,005,458.41 106,529,311.56 757,642,279.0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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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21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79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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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明图章 7,164,254 22,089,782 4.76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卫东 6,018,567 18,557,246 4.00 96,378 质押 9,052,568 境内自然人 

邱桂松 5,612,609 17,459,710 3.76   无   境内自然人 

王辉 4,156,204 14,324,649 3.08   无   境内自然人 

胡安兵 3,581,886 13,335,815 2.87 71,188 质押 1,135,160 境内自然人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迎水潜

龙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313,600 8,313,600 1.7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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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1,645 6,167,139 1.3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郁蓓 1,327,136 5,477,019 1.18   质押 1,0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正芸 1,408,288 4,346,428 0.94 16,428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优企精

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129,408 4,129,408 0.8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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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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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在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在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

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6.1%，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4%，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同比增长 3.8%。 

报告期内，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468,841.41 万元，同比增长 11.67%；实现净利润 53,281.35 万

元，同比增长 31.29%；集团新承接业务额 801,157.02 万元，同比增长 24.96%，均达到或超过年

初计划；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99,786 万元，同比增长 20.37%，勘察设计业务类

新承接业务额 640,525.07 万元，同比增长 12.27%。集团继续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 

（一）业绩持续增长，领跑行业能力更加提升 

报告期内，集团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紧密围绕战略规划目标，大力践行“拼搏者”文化核心理

念，推动业务模式全产业链转型，完善全国化布局，优化治理结构，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公

司 2018 年位居全国勘察设计行业“五十强设计院”第 8 名，2019 年荣登 ENR“全球工程设计公司

150 强”榜单排名 6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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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大力拓展新型轨道交通市场、智慧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等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在智慧环保、水务、EPC 等新兴业务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集团新承接业务额较 2018 年增长

2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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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省内外市场并举，省内领头羊地位进一步巩固 

报告期内，集团进一步巩固了在江苏交通设计市场的领头羊地位，在全国勘察设计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得以进一步体现： 

以高端规划为载体，积极打造中设智库，打造了一系列的标志性项目。2019 年，中设智库聚

焦国家、省、市重大战略，支撑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

贸港、“一带一路”等重大国家战略的落地开花。同时，还为广东、海南、河南、内蒙古等多个省

份省级重大交通规划以及交通强国提供策划、咨询和建议，服务了全国 1/3 的国土、1/2 的人口、

2/3 的 G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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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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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主导的一批超大、超难项目的设计、施工均顺利推进。世界最大跨径公铁两用斜拉桥常

泰长江大桥，中国第五、世界第八悬索桥龙潭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设计，太湖隧道、竺山湖隧道特

大桥隧顺利推进；省外西藏 G4218 德米拉山隧道及色季拉山隧道、广西南宁经横县至玉林高速公

路、田东经天等至大新高速公路、玉林至珠海（广西段）高速公路及巴马至田东高速公路、西藏

日喀则至吉隆县段高等级公路工程等一批山区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正在有序开展。 

环保工程在省外承接了泰安市山水林田湖草明堂河、梳洗河、草泮河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设计、

重庆永川区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 PPP 项目、省内承接了盐城市区第Ⅲ防洪区水环境综合治理、泰

州市海陵区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等多个国家示范流域水环境、黑臭河道治理项目和国家级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项目，业绩进入全国领先行列。 

承接了集团有史以来合同额最大的内河航道设计项目——宿连航道工程勘察设计，有史以来

船闸合同额最大项目——魏村枢纽工程勘察设计，世界最大口门的三角门船闸——安徽裕溪船闸

工程，彰显了集团在水运行业的领先地位。 

在高铁建设领域，集团承接了苏南沿江、宁淮、盐泰锡宜、扬镇宁马及苏锡常快线等大型项

目设计工作。新型轨道交通业务取得突破。在省外，继香港机场后，2019 年承接了北京和成都机

场的 APM 设计项目，成为国内机场 APM 领域技术主导公司。 

智能交通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江苏新通公司接连获得江苏省高企、南京市瞪羚企业、南京

市最具成长型企业 50 强（排名第 11）等荣誉称号。“中设安全”奠定了省内交通行业工程安全咨

询领先品牌，“中设测绘”树立了全省跨江测控卓越品牌，“中设检测”成功转型全生命周期的全国

一流质量管理咨询服务商。各专业在 2019 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集团的强大品牌魅力和无与

伦比的品牌实力。 

（三）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开展全产业链业务模式构建 

报告期内，集团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围绕着全产业链业务模式的构建，通过兼并购，

组建北京中设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大力拓展 EPC 业务，各专业都已经从规划设计走向施工和

运营管理。这一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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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

集团技术和资本合作的步伐迈出一大步。 

（四）强化科技引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集团强化科技引领，BIM 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建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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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科研平台建设，“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处理及应用技术研发中心”、“智能交通技术与设备交通

运输研发中心”、“江苏省水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民航机场安全与运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中

心，构建起集团科研体系持续改进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 

报告期内，集团通过自主研发，建成江苏省区域交通大数据分析平台、无锡市级交通大数据

分析平台，并在苏南机场及周边地区集疏运体系规划研究等多个交通规划类项目中进行了应用，

交通大数据分析平台的启用，对增强集团在提升城市能级和城市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五）构建“拼搏者”人才新理念，落地“拼搏者”人才新机制 

报告期内，集团文化建设、改革与发展工作有序推进。建立了理念-文化-战略-治理-组织-人

才的协同发展机制，形成统一的“拼搏者”文化及人才理念，完善基于拼搏者的人才资源制度建设，

完成拼搏者人才新机制的落地实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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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构建了管理者管理体系，明确了管理者评价激励、退出机制以及后备等一整

套体制。外引内配，外部引进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团队，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内部进一步完善培训

体系，开展“青年英才培训班”等一系列管理培训，为集团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人才支撑。 

（六）以战略为引领，为集团长远发展谋篇布局 

报告期内，集团组织架构根据集团战略优化调整，进一步加强全布局专业优化整合，突出智

能、环保、EPC 业务的培育，此次整合后共设置了 9 大专业事业部和 5 大区域事业部，围绕“创意

新、质量好、服务优、效率高”的客户服务理念，专业设计所之间同时进行了新建、拆分、整合，

创建了新平台，充分激发一线活力，明晰各自职责，提升经营、生产、管理效率，推动年度各项

工作的有效开展。 

 报告期内，集团先后组织完成各专业院、事业部（2020—2022）业务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和实

施，各专业院/事业部已制定了三年行动分步实施计划，按年度进行分解，制定了考核方案，2019

年末，对各专业院/事业部负责人以述职的方式进行考核，确保战略落地。 

报告期内，集团以平台化战略为引领，正式收购北京泰诺安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组建北京中

设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新设立南京地铁运营咨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中设商业科技有限

公司、中设设计集团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子公司，同时与比亚迪、阿里巴巴旗下浩鲸科技、



 11 / 13 

葛洲坝集团、江西港投等知名国企、央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集团在多领域内的纵深发展。 

（七）深化交流合作，树立中设品牌 

报告期内，集团积极树立中设品牌，深度参与行业活动，协办长三角综合交通大会，深度参

加世界交通大会、中国海绵城市国际交流大会，独家支持全国勘察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主

办内蒙古公路交通+旅游综合发展应用技术研讨会，冠名承办了“中设杯”江苏农村公路创意设计大

赛，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推广中设品牌，提升了行业影响力。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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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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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与财会[2019]6 号配套执行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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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25 家，其中新增子公司 5 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信息如下： 

（1）本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江苏苏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江苏苏通 85.00  

2 江苏省新通智能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新通 85.00  

3 江苏佳信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佳信 100.00  

4 江苏纬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纬信 100.00  

5 江苏省建设材料设备供应有限公司 江苏建材 100.00  

6 江苏省铁路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铁路院 100.00  

7 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公路院 100.00  

8 宁夏华吉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华吉监理  100.00 

9 中设设计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设投资 100.00  

10 扬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扬州设计院 79.0299  

11 中德（常州）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中德设计 75.00  

12 中设设计集团浙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中设浙江 51.00  

13 中设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设民航院 51.00  

14 南方海绵城市工程技术（佛山）有限公司 南方海绵 51.00  

15 内蒙古北疆中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内蒙中设 51.00  

16 江苏狄诺尼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狄诺尼 51.00  

17 中设设计集团腾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设腾飞 70.00  

18 中设设计集团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设中原 51.00  

19 中设设计集团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设环境 85.00  

20 临沂中设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临沂中设  51.00 

21 南京地铁运营咨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地铁咨询 51.00  

22 中设设计集团安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中设安全 70.00 30.00 

23 西藏中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中设 100.00  

24 南京中设商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设商业 100.00  

25 北京中设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设恒通 95.00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8e34cccd619e4179ef07fb0c8030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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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2）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报告期间 
纳入合并 

范围原因 

1 南京地铁运营咨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地铁咨询 2019 年度 新设 

2 中设设计集团安全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中设安全 2019 年度 新设 

3 西藏中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西藏中设 2019 年度 新设 

4 南京中设商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设商业 2019 年度 新设 

5 北京中设恒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设恒通 2019年9-12月 
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内未减少子公司。 

 

 

 

董事长： 杨卫东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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