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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92                           证券简称：华图山鼎                           公告编号：2020-043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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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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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图山鼎 股票代码 30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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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艳兰 吴艳兰 

办公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 6 号时代 1 号

37 层 

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芷泉段 6 号时代 1 号

37 层 

电话 028-8671 3701 028-8671 3701 

电子信箱 cendes.karen@cendes-arch.com cendes.karen@cendes-arch.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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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390,744.37 102,525,363.22 -4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2,189.19 12,473,551.74 -1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910,698.25 8,263,983.12 -111.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894,342.74 5,296,367.13 -23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5 -1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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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5 -1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6% 3.98%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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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21,775.25 372,274,088.22 -1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1,277,462.76 293,046,644.95 -7.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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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图宏阳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8% 42,432,000 0 质押 42,432,000 

车璐 境内自然人 21.95% 30,964,561 23,223,421   

天津原动力

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5% 9,945,000 0   

袁歆 境内自然人 6.22% 8,774,550 0   

张鹏 境内自然人 4.23% 5,967,000 4,475,250   

文学军 境内自然人 3.53% 4,972,500 3,729,375   

俞连东 境内自然人 1.52% 2,139,790 0   

刘政新 境内自然人 0.79% 1,118,000 0   

陈胤延 境内自然人 0.73% 1,033,421 0   

江阴金汇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76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袁歆、车璐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全体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除华图投资、车璐、袁歆、

天津原动力、张鹏、文学军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股东刘政新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88,000 股； 

2、股东陈胤延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3,421 股。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规定“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回购股

份 560,900 股，不参与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导致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股东持股比例有所增加，其中，控股股东华图投资持

股比例被动增加至 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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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总资产为31,092.18万元，较期初下降16.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7,127.75

万元，较期初下降7.43%；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539.07万元，同比下降45.97%；利润总额-301.34万元，同比减少1,799.41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22万元，同比减少1,523.57万元。2020年一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99.64万

元，2020年二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3.42万元。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打破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与行业发展节奏，新增业务签约下降、存量项目推进放缓、内外部沟通

效率下降。公司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政策的同时，积极采取远程协同、在线办公等方式着力保障有效项目的设计服务，尽量

减小疫情的影响。但疫情对正常社会经济及行业影响是客观普遍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降幅度

较大。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公司经营团队采取有效措施，公司的业务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业务方面，公司继续推进BIM技术应用、推动BIM在建筑全生命期的应用和价值提升，配合客户逐步推进装配式建筑的

发展，提高建筑行业的产业化水平，同时抓住国家“新基建”规划快速启动的契机。公司将持续深耕行业需求，继续专注于向

客户提供建筑工程设计和相关咨询服务，同时提升设计资源的整合能力，协调专业的设计公司，加强综合设计管理能力，致

力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专业的设计和管理服务。其中，2020年5月份签订的岷江第二级枢纽龙溪口航电的营地及枢纽功能提

升设计项目，即为传统土建设计附加BIM、智能化等专项设计的典型案例。 

公司管理层亦将关注疫情及经济形势，根据项目开发进度，及时调整并采取应对措施，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结构持续优

化。一方面努力拓展优质客户，重点服务具备持续开发能力的客户。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继续采

取诉讼、仲裁、财产保全等多种手段实现清收的目标。 

公司治理方面，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在董事会战略指导下持续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提高经营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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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

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

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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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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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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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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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