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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5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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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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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80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6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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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艺集团  股票代码 002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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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仲华 蔡晓君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东 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 层东 

电话 0755-8378 6867  0755-8378 6867  

电子信箱 investjy@jyzs.com.cn investjy@jyzs.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写字楼、政府机关、星级酒店、文教体卫建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筑、交通基建建筑等公共建筑及住宅提供室内建筑装饰的施工和设计服务。公司设计和施工项目的承接一

般通过招投标、邀标及战略合作的方式取得。公司拥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墙工程设

计专项甲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等多项工程设计及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根据中国建筑装饰行业

协会组织的建筑装饰行业百强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排名前十，并在最近公

布的“2016-2017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综合数据统计公告”榜单中位列第六名。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96,361.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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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963,612,620.01 2,445,048,632.22 21.21% 2,126,903,62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227,840.49 91,456,549.14 0.84% 82,252,34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806,863.95 89,684,994.27 0.14% 81,663,948.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510,732.54 61,694,825.01 1.32% -233,147,534.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6 1.52% 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6 1.52%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4% 8.10% -0.46% 8.64%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010,510,869.28 3,623,526,897.62 10.68% 2,917,935,40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8,101,557.05 1,166,002,380.98 7.04% 1,082,973,2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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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89,784.02 713,591,164.61 749,170,374.33 881,561,29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85,498.00 16,062,461.48 33,213,631.28 13,666,24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432,569.34 16,062,461.48 31,632,029.62 11,679,80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931,543.26 114,611,254.23 70,150,799.11 -33,319,7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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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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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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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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海云 境内自然人 45.59% 62,933,480 62,432,500 质押 49,079,383 

阎永平 境内自然人 3.27% 4,513,230 261,800   

孙昀 境内自然人 3.26% 4,505,131 3,633,849 质押 2,969,384 

刘珊 境内自然人 2.46% 3,400,000 3,400,000   

张蕾 境内自然人 1.43% 1,972,765 0   

崔晓路 境内自然人 1.23% 1,700,000 0   

田锁占 境内自然人 1.22% 1,683,000 0   

佛山市凯鼎长

盛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1,588,480 0   

廖国美 境内自然人 1.05% 1,450,000 0   

西藏中盈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332,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刘海云与刘珊系父女关系，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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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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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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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刘海云直接持有本公司 6,293.348 万股股份，占比 45.59%；通过深圳市建艺人投资咨询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建艺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本公司 5.27 万股股份，占比 0.04%，

合计持有 6,298.618 万股，占比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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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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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装饰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公司为综合性建筑装饰企业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写字楼、政府机关、星级酒店、文教

体卫建筑、交通基建建筑等公共建筑及住宅提供室内建筑装饰的施工和设计服务。公司设计和施工项目的

承接一般通过招投标、邀标及战略合作的方式取得。公司拥有《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墙

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等多项工程设计及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公司所处行业为建筑装饰业，根据中国建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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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行业协会组织的建筑装饰行业百强评选结果，公司连续入选“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排名前十，并在

最近公布的“2016-2017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综合数据统计公告”榜单中位列第六名。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2018 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中间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各项改革措施不断

深化。对建筑装饰行业而言，现阶段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国民消费

升级及住宅精装修政策的加快推进给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金融环境较为紧张，房地产行业

信用链条普遍偏紧，建筑装饰行业亦受波及，同时，政府为规范行业发展出台多项措施和政策，行业内公

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较大挑战，管理水平面临考验。 

（三）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在秉承稳发展、控风险的原则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跟紧行业新发展趋

势、应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 

1、在市场开拓方面：公司坚定不移走“大客户合作”路线，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巩固加深已有合作伙

伴关系，并与更多具较强实力的下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在提升经营水平方面：（1）进一步建设企业信息化项目，提高管理效率，并在项目管理、成本费

用控制、资金利用等多方面产生节约效应；（2）本着事前审核、事中控制、事后跟踪的原则，将风险控制

措施贯穿工程项目承接、施工、结算全环节，如通过遴选优质合作工程项目、加块项目结算及工程回款进

度、控制工程项目整体风险等方法增强公司在管理层面的抗风险能力。 

3、在研发投入方面：（1）持续增加研发人员数量，加大研发投入金额；（2）申请立项《建筑装饰装

修机电末端综合布置技术规程》的编制，获得评审会及业界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4、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1）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公司在各大目标高校定时定点举办校园专场招聘

会，培养企业发展后备人才；（2）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完善薪酬福利制度，借助富有竞争力的薪酬

福利制度吸引行业经验丰富的优秀项目管理人才及高端技术人才。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承接工程均采用自主组织施工、劳务分包用工的经营模式。公司注重质量管

理，于 2003 年即通过 ISO9001（质量）、ISO14001（环境）、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并严格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等国家行业相关规范为质量标准，对施工材料、施工过程、工程资料等与产品实现相关的关键环

节加以控制。公司根据自主组织施工、劳务分包用工的经营模式，针对质量控制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质量

目标管理、施工材料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工程资料管理、保修回访管理等环节，并对各个环节进行细分，

与公司合作的劳务分包商具备相应的业务资质，公司与分包商关于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的责任分担与追偿

有明确的合同约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公司质量控制措施已贯穿全过程、全流程，并在实际

项目管理中心发挥良好效果。 

（五）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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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6,361.26 万元，同比增加 21.21%；净利润 9,107.98 万元，同比

增加 0.78%，经营业绩与 2017 年同期有所增长。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各工程项目按合同计划有序

施工，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出现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其他重大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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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装修 1,664,807,187.46 259,125,969.83 15.56% 49.22% 39.80% -1.05% 

住宅装修 1,238,264,901.72 193,391,656.81 15.62% -5.09% 2.8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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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6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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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通知。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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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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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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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执行。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2017 年度合并

利润表进行相应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变更前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变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列报科目 金额 列报科目 金额 

1 应收票据 332,894,662.1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907,811,050.01 

2 应收账款 1,574,916,387.90 

3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146,628,803.49 4 应收股利  

5 其他应收款 146,628,803.49 

6 应付票据 11,044,030.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13,451,611.84 

7 应付账款 602,407,581.25 

8 应付利息 6,005,122.09 

其他应付款 26,114,854.86 9 应付股利  

10 其他应付款 20,109,732.77 

11 固定资产清理  
固定资产 50,565,671.38 

12 固定资产 50,565,671.38 

13 工程物资  
在建工程 57,967,457.24 

14 在建工程 57,967,457.24 

15 

营业成本 2,132,122,502.18 营业成本 2,062,152,542.93 

管理费用 43,135,682.18 管理费用 30,796,844.90 

  研发费用 82,308,796.53 

②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内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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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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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海云 

              2019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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