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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8             证券简称：青岛中程             公告编号：2019-024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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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2018 年度报告》无异议。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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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应回购注

销的股权激励限售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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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中程 股票代码 3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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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民（董事长代行董秘职责） 赵子明 

办公地址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

工业聚集区）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双元路西侧（空港

工业聚集区） 

传真 0532-87712839 0532-87712839 

电话 0532-68004136 0532-68004136 

电子信箱 hengshunzqb@188.com hengshunzqb@188.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一体两翼、国内外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整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把握机遇，发挥在投资并购、园区运营、技术工艺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绿色电网建设、电力电能及新能

源开发、海外工业园区开发运营、特许经营权、矿产经营、虚拟现实和互联网技术研发应用等为主要业务，继续深耕拓展印

尼、菲律宾、新加坡、津巴布韦及南非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市场，形成主业突出、产业多元，国际化、平台化的发

展格局。 

（二）经营模式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1、海外工业园区经营模式 

公司在海外开发经营工业园，利用公司在当地政府关系、园区运营管理、资本运作等方面的基础优势，通过并购海外当

地土地、矿产资源，取得特许经营权，依托优异的园区自然条件、丰富的矿产资源、成熟的技术工艺和电力建设方面的核心

优势，以智慧园区建设为引领，遵循生态、环保、循环、可持续的园区经营理念，采用矿区、电能、厂房、道路、码头及行

政办公、生活居住等综合配套一体化，基础建设、综合金融、矿产开采、冶炼加工、电力能源、物流仓储、废渣综合利用等

环节全覆盖的园区经营模式，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增值服务，同时积极引入战略投资伙伴，最大化提高产品附

加值，为公司未来园区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在工业园招商入园的建设期，公司可向入园企业以市场公允价格提供冶炼所需成套设备，一方面能拉动国内设备出口，

转出国内优势产能，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在工业园区的运营期，公司可向入园企业提供冶炼所需的矿产原

料，降低入园企业运输及采购的成本，同时向入园企业提供水、电、物业等服务。经过资源整合，形成工业园上下游互惠共

赢的工业生态。同时公司提供完善的仓储物流服务，整合入园企业资源，降低入园企业相关成本，享受长期进出口物流收益。 

2、海外项目总承包模式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走出去”大战略的引导下，公司利用自身在电力建设方面的核心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电力

资源匮乏的南非、津巴布韦、菲律宾等国家进行产业布局。首先取得海外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其次根据当地资源储备状况，

与海外有实力的公司进行电力建设项目总工程承包，坚持开拓绿色能源项目，把握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充分拉动成套设备

出口，提高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秉承“科技强企和创新发展”的经营理念，践行国有企业之社会责任，

深化转型、大胆创新，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 

1、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公司在印尼投资建设的“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是基于印尼当地矿产资源丰富而我国又十分匮乏、需求巨大的实际，进行

高效利用，将其转化为更具竞争力与更高附加值的现代工业产品，既实现互利互惠也为公司发展带来机遇。 

公司已在国内及海外市场深耕多年，得到了国内外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肯定与支持。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

深入推进，公司将把握时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物流链当中，力

争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加速推进公司由传统电力制造企业向集投资开发、运营管理、智能制造、配套服务、大数据应

用为一体的多元化、平台化、国际化的跨国公司转型。 

2、混改融合释放新活力。 

目前，青岛城投集团是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青岛中程是城投集团旗下国内唯一的上市公司平

台。公司“国有+民营”的混改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了青岛城投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在资源、管理、规范化运作等方面的优

势，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资金困局，为公司海外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未来，双方还会继续加快在价值观、战略布局、内外部管理等层面的全面深度融合，将城投集团的平台资源和管理优势

与青岛中程的海外园区开发建设经验等有机结合，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种发展模式不仅突出了城投

集团作为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阵地的示范作用，有效扩大了青岛中程作为上市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将混改融合发展的活力最

大化释放。 

3、管理变革挖掘新动能 

近年来，随着公司发展规模的壮大，充分意识到专业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2018年，公司秉承“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这一管理理念，继续聘请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充实到团队当中，同时注重与专业机构深度合作，根据在建项目的地

域差异、国情差异、行业差异，搭建专属配置的国际化精专团队，项目管理能力及运营效率显著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初步显

现。 

未来，公司还要按照机制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匹配转型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梳理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组织机构改革、业务流程再造，健全完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引进专业优秀人才，建立良性的内外部创新机制，挖

掘增长新动能，打造创新型企业。 

4、科技创新提升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公司研发中心被评为青岛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及青岛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60余项，包括发明专利9项、实用新型专利48项、软件著作权6项。专利

涵盖了电力设备生产、余热发电、RKEF冶炼、风力发电及光伏发电等技术方面；软件著作权涵盖电力设备操控系统以及智

慧生产管理系统等方面。 

公司还不断探索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创新，加快技术、品牌、商业模式的升级，培育产业转型新动能；

将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成熟的管理经验积极应用于海外园区建设，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提升了国际综合竞争力。 

5、业务拓展布局新领域。 

公司始终紧跟国家政策风向，踏踏实实做实业，潜心经营管理与转型创新，积极寻求国内外业务的再突破。充分依托青

岛城投集团在资金、管理、人才等层面的平台优势，围绕综合产业园区建设与新能源市场等领域持续发力，在产城融合、智

慧园区建设等领域进行业务拓展。 

公司还将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探索的基础上，加大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挖掘新动能。同时加

快国内产业板块的打造，尽快形成国内外双轮驱动的新格局。 

（四）公司所属的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1、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 

近年来，公司依托优异的园区自然条件、丰富的镍矿资源，结合自身成熟的技术工艺和电力建设方面的核心优势，采用

矿区、电能、厂房、道路码头及行政办公、生活居住等综合配套一体化，基础建设、综合金融、矿产开采、冶炼加工、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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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物流仓储、废渣利用等环节全覆盖的园区经营模式，着力打造基础设施完善、管理运营高效、资源整合利用的工业园

区产业平台，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增值服务。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坚持本地化运营策略，按照“建设一个园区，打造一片新城”的开发思路，有效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

业问题，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项目作为中印双方的重要经贸成果之一，得到了项目所在国高层领导的认可和赞誉。

在国内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园区项目受到了《人民日版》、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的跟踪报道与高度关注。2017年园区被成功纳入103家国家级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名单，也被列为印尼“国家级工业园”，是

被印尼投资促进部授予“绿色通道”服务许可的中国企业。这一项目正在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与密切中印两国关系发挥着重要作

用，这也是青岛中程作为总部在青岛的跨国公司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举措。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大园区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引入战略投资伙伴，与行业内大型企业展开高层级的战略合作与深度

的项目合作。针对镍、钴等新能源材料及其在储能领域的应用，加强与入园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生产与应用合作。 

2、海外电力总承包项目 

该项目是菲律宾最大的风光一体化项目，也是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最大的风电和光伏总承包项目，并成为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访华后双方经贸合作能源领域的第一个大型项目。经济快速发展的菲律宾，电力缺口日趋明显，菲律宾政府明确规定限

制燃煤等传统化石能源发电，鼓励风力、光伏和水力等新能源发电。该项目作为公司在海外承建的第一个绿色新能源项目，

不仅将为公司在菲律宾市场的业务拓展及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更多的机遇与“绿色”。

该EPC总承包项目的有序推进，对公司未来在菲律宾承接同类业务带来示范效应。 

3、新疆棉秆沼气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等特点。加

快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任务。本项目建设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国家级工业园内，所需的生物质原料为当地的棉花秸秆。第一师现拥有200万亩棉花地，每年可产

生废弃物秸秆80万吨，本项目投产后的产品为电力和有机肥。沼气发电后电力直接并入国家电网，并享受国家生物质发电补

贴电价（0.75元/kwh）政策，目前已和当地电网公司签订了入网及供电协议，协议约定供电小时数按照8000小时满发上网。

按照一师现有的棉花地、果林、稻田等计算，每年需求有机肥60万吨，有机肥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已和当地供销公司签订了

有机肥供应合同。 

4、深度开发并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科程是一家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研发与应用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公司承接 “互联

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应用的业务扩展平台，是公司构建海外智慧园区，推进智能电力、智能矿业解决方案实施的人才、

技术储备平台。报告期内，北京科程积极调整业务发展方向，强化电商投入比重，着力打造烟草行业流通领域的第三方垂直

平台—小买卖APP，并根据用户需求展开深入合作，不断升级改版，提高行业门槛，为后续的大规模装机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同时，北京科程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也展开深入研发与布局，由北京科程提供技术支撑的全球首款区块链定制卷烟“境

界”在红塔集团下线，北京科程与红塔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红塔集团的产品分步骤实现全品牌上链，

为公司打开了新的业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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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299,782,646.

77 

1,522,298,555.

62 

1,521,934,670.

05 
-14.60% 

1,199,368,779.

85 

1,199,368,779.

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8,027,560.07 334,144,677.37 334,144,677.37 -43.73% 252,786,403.20 252,786,40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678,948.93 331,174,916.24 331,174,916.24 -42.73% 256,286,002.87 256,286,00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25,468,540.0

7 

-127,716,182.1

2 

-127,716,182.1

2 
-389.72% 

-181,954,045.7

3 

-181,954,045.7

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4 0.44 -43.18% 0.33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44 0.44 -43.18% 0.34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19.09% 19.09% -9.72% 19.28%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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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5,088,908,170.

43 

3,892,073,520.

73 

3,892,073,520.

73 
30.75% 

2,775,256,434.

61 

2,775,256,434.

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05,756,554.

23 

1,905,752,144.

78 

1,905,752,144.

78 
10.49% 

1,594,742,434.

04 

1,594,742,434.

0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 2018 年 6 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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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将原“工程物资”

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

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

入”明细项目列报；股东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财政部会计司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关

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中明确指出：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

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调整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影响。 

对 2017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影响：调整前：应收账款 602,328,827.62 元、应收票据 0.00 元；调增后：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602,328,827.62 元；调整前：应付票据 312,163,049.95 元应付账款 1,084,649,229.46；调整后：1,396,812,279.41 元；

调整前：应付利息 480,046.25 元其他应付款 4,155,109.54 元；调整后：其他应付款 4,635,155.79 元；调整前：管理费用

102,104,125.32 元；调整后：管理费用 63,944,387.92 元，研发费用 38,159,737.4 元；调整前：营业收入 1,522,298,555.62 元，

调整后：营业收入 152,1934,670.05 元；调整前：其他收益 1,268,200.00 元；调整后：其他收益 1,632,085.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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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69,937.43 465,179,848.03 216,264,888.80 228,867,97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71,677.79 93,610,276.50 68,603,184.50 -69,657,57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086,642.82 93,938,353.83 68,455,730.65 -67,801,77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160,953.35 -289,714,749.34 -75,887,235.10 -77,705,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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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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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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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城投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73% 166,315,691 0 质押 77,870,000 

贾全臣 境内自然人 14.58% 111,650,623 83,737,967 冻结 111,650,623 

戴一鸣 境内自然人 10.26% 78,572,882 0 质押 78,500,000 

贾晓钰 境内自然人 10.05% 76,970,124 57,727,593 质押 76,962,6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四组合 
其他 1.39% 10,670,748 0   

贾玉兰 境内自然人 0.75% 5,749,875 4,279,735 质押 5,000,000 

严冬梅 境内自然人 0.57% 4,374,000 0   

梅卉 境内自然人 0.41% 3,162,100 0   

莫柏欣 境内自然人 0.40% 3,094,000 3,094,000 质押 1,450,000 

成善杰 境内自然人 0.40% 3,075,1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贾全臣与贾玉兰是兄妹关系，贾全臣与贾晓钰为父子关系，贾玉兰与戴一鸣是

母子关系。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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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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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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产业链相关业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拓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及能源投资开发、特种有色金属矿产运营及产业链整合、

工业园区投资开发与运营等业务板块。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978.2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60%，营业成本84,311.9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42%，实现营业利润23,185.5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2.5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03.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3.73%。因EPC项目在不同阶段的毛利率不同，导致本报告期毛利和收入均有所下降。公司

在本报告期继续进行研发投入，本年研发投入3,022.1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0.80%。 

（一）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 

1、稳步推进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建设一个园区，打造一片新城”的开发思路，遵循 “专业分工、合作共享、协同发展”的理念，从

基础建设、交通配套、助推入园企业发展等方面全面推进青岛印尼综合产业园建设。 

（1）完善园区基础设施服务建设 

公司承接了园区业主RKEF一期（4*33MVA镍铁矿热炉）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截至2018年底，该项目工程施工图设计

完成了约60%，设备材料采购完成了约91%，土建工程施工开始桩基施工；承接的2*65MW燃煤电厂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

截至2018年底该项目一期2*65MW工程施工图设计完成了约65%，设备材料采购完成了约87%，主厂房区域桩基施工及基础

施工完成，开始锅炉安装。 

园区商务办公区和生活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方面，建筑面积为2605㎡办公楼工程基础施工及钢结构主体安装已完成，楼层

板完成100%，外墙施工完成25%；建筑面积为4100㎡接待宾馆工程基础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钢结构主体施工；已建成最

低可容纳620人居住的员工宿舍，并按饮食习惯分别建成中方食堂及印尼方食堂，各可容纳400人就餐。另外多功能商业服务

配套、公共关系接待中心、消防站均在规划中。 

余热电站改造用的煤气发生设施建设，截至2018年底混凝土基础施工已完成75%，建成后将能利用余热电站为园区和项

目建设提供电力。园区目前的生活及施工电力由5台400kW柴油发电机提供。 

（2）加大招商力度，助推入园企业做大做强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镍铁行业发展的机遇期，积极引入实力雄厚、专业背景强的大型企业入园，扩大园区投资规模及产

能；通过搭建产业发展基金的方式，推动园区从矿产原料到下游不锈钢制品全产业链融合贯通；充分利用印尼政府对红土镍

矿的配额制度，盘活园区资产，推动入园企业发展，改善园区整体生产及盈利能力。 

2、积极推进菲律宾风光一体化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建设与菲律宾ENERGY LOGICS PHILIPPINES,INC公司签订的132MW风电+100MW太阳能发电的

风光一体化项目EPC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涉及的光伏项目光伏场施工进度已达72%；升压站完成20%，线路完成30%，项

目的主要设备招标采购以及生产运输工作完成率达到90%。  

3、建设新疆棉秆沼气化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棉花秸秆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生物质能源，通过生物质能的转化技术进行沼气化处理，可转化成为可燃气体或电力，作为

洁净的能源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同时解决秸秆焚烧污染。公司引进了德国WABIO公司业内领先的生物质水解技术,

将木质纤维素进行降解。其先进沼气制备技术，即完全混合发酵反应器技术，该发酵技术是在沼气发酵罐内采用搅拌和加温

技术，使沼气发酵速率大大提高，这也是沼气发酵工艺中的一项重要技术突破。 

报告期内，已经完成项目所有的审批手续，项目备案、环评、能评、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土地招

拍挂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修建性规划方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质

量安全监督登记、七通一平申请书。设计完成施工图设计的80%，完成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备案。桩基施工完成，土建

开挖，已完成10%，计划2019年底72小时试运行完成。 

4、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加强产业资本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主营业务，积极寻求在行业内知名度高、专业性强、资金实力雄厚的战略合作伙伴。为了拓展公司

业务发展链条，加快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司与扬州市江都区新区实业有限公司、河南远海中原物流产业发展基金（有

限合伙）、河南远海中原物流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河南远海滨江恒顺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运用

专业机构在资本运作、海外业务开发的实力，结合公司在海外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政商关系及EPC总包等方面

的优势，共同寻求全产业链的合作，通过资本、技术、渠道、品牌的有机结合，加强在实体企业方面的资本运作、合作共赢。 

5、匹配城市发展战略，拓展科技创新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科程积极调整业务方向，将业务拓展到快消品新零售行业，强化电商投入比重，着力打

造烟草行业流通领域的第三方垂直平台——小买卖APP，运用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AI技术结合大数据处理技术，为行业提供

垂直领域的技术支撑，并根据用户需求展开深入合作，不断升级改版，提高行业门槛，为后续多地域的装机铺设打下了坚实

基础。报告期内，由北京科程提供技术支撑的全球首款区块链定制卷烟“境界”在红塔集团下线，标志着北京科程打开了公司

产业链新业务的窗口。2018年底，红塔集团与北京科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拟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红塔集团的产品分步骤实现

全品牌上链，由确立了北京科程区块链溯源技术的成功落地应用。北京科程将继续深入探寻防伪技术，争取微信平台的入口。 

6、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推动内部人才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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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度重视人才培训培养工作，坚持专业培养和综合培养，基础培训和提升式培训同步，秉持不断创新和持续优化的

宗旨，实行分层分类的培训计划，形成了“一二三级培训相互配合，内外部培训相互补充”的立体式培训管理体系。报告期内

持续推进员工结构调整，着力推进人才梯队建设项目，建立合理人才管理梯度，扩充智力资本，培养了一支拥有丰富行业应

用经验、掌握先进技术工艺的专业技术骨干人才队伍，核心团队人员稳定，同时引进业内专业人才，为公司持续、快速的发

展提供了充足人才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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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成套装备 320,787,208.97 176,244,864.64 45.06% 238.50% 206.68% 5.70% 

光伏设备集成 387,699,608.22 197,681,666.03 49.01% 53.56% 26.53% 10.89% 

EPC-服务 148,518,505.43 102,311,167.50 31.11% 44.35% 171.12% -32.21% 

EPC-工程 113,307,304.30 87,247,383.79 23.00% -59.76% -59.76% 0.00% 

建造业务 134,353,186.30 115,196,597.17 14.26% 0.00% 0.00% 14.26% 

贸易业务 166,237,241.98 148,965,517.50 10.39% 0.00% 0.00%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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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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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2018年 6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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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及“其他应收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将原“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

资产”；将原“工程物资”及“在建工程”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归并至“应

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将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将原“长期应付

款”及“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分拆“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明细项

目列报；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列报；股东权益变动表新增“设定受益计

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财政部会计司 2018年 9 月 7日发布的《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

读》中明确指出：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

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项目中填列。企业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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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对 2017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影

响： 

调整前：应收账款 602,328,827.62元、应收票据 0.00元，调增后：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02,328,827.62元；调整前：

应付票据 312,163,049.95元应付账款 1,084,649,229.46，调整后：1,396,812,279.41元；调整前：应付利息 480,046.25

元；其他应付款 4,155,109.54元，调整后：其他应付款 4,635,155.79元；调整前: 管理费用 102,104,125.32元，调整后：

管理费用 63,944,387.92元研发费用 38,159,737.4元；调整前：营业收入 1,522,298,555.62元，调整后:营业收入

152,1934,670.05元；调整前：其他收益 1,268,200.00元，调整后：其他收益 1,632,085.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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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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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PT.Integra Prima Coal （恒顺印尼东加煤矿有限公司）一家子公司，投资设立中交(青岛)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一家控股子公司，投资设立H&Shun Trading PTE. LTD. （恒顺新加坡贸易有限公司）、青岛恒顺众昇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自收购完成及设立之日起集团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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