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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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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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元建设 600491 未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丽 罗星 

电话 021-65615689 021-65615689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99弄龙元集团

大楼 

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99弄龙元集团

大楼 

电子信箱 stock@lycg.com.cn stock@lyc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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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06,757,303.64 59,445,281,114.25 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926,611,781.37 10,630,784,722.45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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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99,318.45 -1,440,135,154.70   

营业收入 10,052,237,110.51 11,327,665,160.05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81,358,335.67 437,177,731.78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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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76,492,002.96 400,807,997.74 -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200 4.40 减少0.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493 0.2858 -12.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493 0.2858 -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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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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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赖振元 
境内自

然人 
27.06 413,895,952 0 质押 209,363,894 

赖朝辉 
境内自

然人 
8.1 123,864,500 0 质押 92,898,375 

中信保诚基金－中信银行－中信保诚

基金定丰 8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88 74,696,545 0 无 0 

赖晔鋆 
境内自

然人 
4.01 61,273,698 0 质押 24,038,200 

平安基金－浙商银行－平安大华多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27 50,069,537 0 无 0 

信达澳银基金－浙商银行－信达澳银

基金－定增 26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27 50,069,477 0 无 0 

郑桂香 
境内自

然人 
2.54 38,828,700 0 无 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2.19 33,468,860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华颖 11 号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91 29,247,697 0 无 0 

建信基金－兴业银行－建信华鑫信托

慧智投资 12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84 28,104,57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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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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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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经济面临严峻考验，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

以“固本培元，鼎新振业”为方针，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5,223.7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35.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2.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7,674.16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6.00%。其中第二季度营业收入同比降幅由第一季度的 19.27%收窄至 2.71%，第二季度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第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29.55%恢复至同比增长 12.29%，二季度以来公司

业绩逐步恢复，呈现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一、传统建筑施工业务基本面大幅改善，上半年新接订单同比大幅度增加，新承接业务 116.6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64%，二季度新接订单量同比增幅 129.84%，经营势头良好。非民营投

资项目和非房建类项目占比逐年提升，业务结构得到持续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持续为正，毛

利率小幅上升。 

二、积极加码钢结构装配式业务。2016年，公司携手上海建科院、同济大学及多家国内外装

配式建筑领域领先企业，推出了高性能全装配钢结构建筑产品体系 S-SYSTEM，并逐步运用于市场。

随着国家行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建筑装配式业务市场空间巨大，为推动公司钢结构装配式的业务

发展，拟投资 15亿元扩产能，加快产业升级。 

三、基础设施业务持续稳定贡献利润，逐步实现良性循环。报告期，公司有序推进 PPP 项目

的投资建设，上半年新增 8个项目进入或者部分进入运营期，政府回款 7.22亿元，新增融资批复

49.55亿元，提款金额 49.06 亿元。存量订单的持续消化及新接订单的补充， PPP 项目贡献的利

润已成为公司稳定的利润组成部分，PPP 项目资金投出与投资回笼良好平衡的发展阶段，实现良

性循环。  

四、重视运营布局，积极培育运营硬实力，通过设立或参与基金等多种方式，实现公司在聚

焦领域的业务发展与深耕。报告期内公司与杭州树兰俊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拟共同发起设

立产业基金，进一步丰富和落实在医护养老产业的布局；通过与中信环境基金的合作，以及入股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方式，依托资源拓展环保领域的布局。 

单位：元 

行业名称  主营收入 主营成本 毛利率 

 土建施工  8,741,350,515.20 7,804,064,573.08 10.72% 

 其中：PPP及 BT项目施工  3,055,035,256.04 2,710,068,259.43 11.29% 

 装饰与钢结构  635,368,832.87 588,639,456.87 7.35% 

 水利施工  37,224,438.51 34,930,730.86 6.16% 

 PPP项目投资  501,161,728.72 498,308,194.67 0.57% 

 其他  122,553,527.97 90,372,635.87 26.26% 

 小计  10,037,659,043.27 9,016,315,591.35 10.18% 

持续优化订单质量，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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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继续发力房建领域，差异化竞争基建市场，优化、提升建

设市场营销能力，上半年新承接业务 116.6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64%，二季度新接订单量

同比增幅 129.84%，经营势头良好。自近几年来公司主动优化新承接业务结构，非民营投资项目

和非房建类项目占比逐年提升，报告期新接传统项目 81.88亿元，非民营投资项目占比 53.81%，

业务结构得到持续改善。 

资金方面主要围绕助业务、控风险展开，积极做好存量资产清收清欠、新增项目业务预算管

理和经济风险的有效管控等工作，统筹考虑风险、资金成本，进行现金流预案，更好的为经营和

业务服务。随着优质项目的逐步落地，项目回款明显好转，同时加强对老项目的清欠力度，不考

虑受疫情影响的一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已连续三个季度为正，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 9,513.73万元。土建施工毛利率也有所提升，较上年同期增长 1.14个百分点。 

上半年，公司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疫情防控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合理、有序组

织各项目部的复工复产，加强主动管控，协力克服困难，提升施工效率，以确保项目工程施工的

顺利开展，报告期内公司共承建项目 300多个，其中竣工项目 52个。公司重视工程项目的履约管

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质量管理和市场合规，秉承“质量兴业”的理念，以建设更多更好的

精品项目、优质工程为目标，2020年上半年共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 25 项，包括省级及以上质量

奖 13项，创省级及以上安全文明奖 12项，其中老西门中华新城（北地块）三号楼获得上海市优

质结构“金奖”。  

公司继续在项目中推行智慧工地，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新模块的应用尝试，包括安全质量巡

查系统模块、智能升降机管理系统、BIM 技术、视接口兼容情况实施深基坑安全监测及工地环境

监测模块及基于此的自动喷淋系统等，进一步完善了智慧工地应用的标准化管理，形成了项目管

控新形态，实现了新开项目智慧工地应用模块菜单式选择模式，为更好的实现集团、分公司、项

目部三层级的数据互通及大数据的分析、管理提供了基础。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管理稳步推进 

公司综合项目建设履约要求和实际的投融资进展情况，加强计划管理，利用自行研发的投资

管理数据库和分析模型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建设项目的综合管理，有序推进 PPP 项目的

投资建设。报告期公司共新增投资设立 SPV项目公司 6家，累计设立 PPP项目公司 69家，项目开

工率在 90%以上。2020 年上半年共实现政府回款合计 7.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3.57%，新增

晋江国际会展中心、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人民医院、宁波市东外环快速路工程等 8 个 PPP项目进入

或部分进入运营期。随着公司进入运营期的 PPP 项目逐渐增多，公司项目回款将保持持续增长。

融资方面，新增 4 家合作金融机构，共完成 7个 PPP 项目的融资批复，批复金额 49.55亿元，较

上年同期提高 43.84%，融资提款合计 49.06亿元，项目融资与项目投建进度、项目周期有效匹配。 

对进入运营期的 PPP 项目，公司根据运营性质和内容的不同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由龙元明

城牵头、龙元明兴和杭州城投负责实施的管理机制。报告期内进一步强化运营体系的建立，明晰

各方权责，继续以自主运营和引入优质运营资源两方面协同推进运营工作，在满足运营期政府绩

效考核的要求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和挖掘更多的运营效益。 

同时，公司与优势资源积极合作，培育绿色环保和医疗养护的运营硬实力。公司作为唯一一

家民企入股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该基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旨在健全

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此

次入股将助推公司在绿色环保领域的投资运营实力。 

公司投资的多个 PPP 医院项目即将进入运营期，为提升公司自身医疗养护能力培养，公司与

杭州树兰俊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合作，拟共同发起设立产业基金，进一步丰富和落实在

医护养老产业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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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公司持续跟踪研究相关政策与规定，推动 PPP项目资产二级市场交易，

提升资产流动性和资产周转率。优先考虑在进入运营期且已形成稳定投资回报的 PPP 项目中进行

突破，通过股权或股权收益权转让、保理业务、ABS 业务等形式，推动资产流动。实现商业模式

闭环和业务可持续发展，目前已与多个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投资管理公司等进行深入对接。 

紧抓行业机遇，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业务，助力主业升级 

以龙元明筑、大地钢构、信安幕墙为核心的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业务是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业

务板块之一，依托集团在传统建筑总承包领域的丰富经验、龙元生态产业链的资源协同及子公司

的制造和研发能力，公司在装配式建筑领域发展的竞争优势明显。截止目前，公司高性能全装配

钢结构住宅产品体系（S 体系）已升级至 2.5 版本，应用从住宅延伸至公建领域，并逐步细分出

多高层住宅、公寓和酒店建筑、学校建筑、医疗建筑、办公建筑等以标准层主体为特征的产品支

系，丰富了体系多样性，并能够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建筑类型、建筑高度的需求，在行业中处于

领先水平。目前公司 S体系产品已成功在津西东湖湾小区四期工程 II标段装配式钢结构 EPC工程、

泗洪文体小镇等多个项目落地。 

为扩大装配式建筑产能规模、建立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的产学研基地，经与多方洽谈，公司选

择将龙元装配式科技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建设落地在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计划总投资额约 15亿元，分两期建设。产业园区建成后将成为

公司装配式建筑业务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承建的 ABB厦门工业中心项目 TP-02C标段施工总承包项目、大地钢构承建的

瑞金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钢结构及屋面层专业工程获评“中国钢结构金奖”工程荣誉称号。大地钢

构荣获 2019年度浙江省钢结构和幕墙门窗行业“先进企业”荣誉称号，入选“诚信企业 AAAAA”

名录。另外，龙元明筑已连续两年荣获“中国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典范企业”奖项。 

    产学研方面，公司与同济大学、上海建科院等国内外优秀装配式建筑研发科研机构形成在人

才培养、联合研发、成果应用多方面的合作。报告期内龙元明筑与海南省建筑设计院、西安建大

装配式钢结构研究院分别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结合自身优势与特点，聚焦装配式建筑、绿

色建筑等建筑新技术领域，在技术研发、工程设计、施工管理、项目开发、产业推广等方面进行

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助推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实现优势互补、平等合作、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截止目前，公司 S 体系已形成各专业标准连接节点 300 余项，获得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 100 余项，涵盖结构、内装、围护、施工技术等，完成省（部）级课题 5 项，参编

十余项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产品体系装配式建筑等级可达 AAA级，绿色建筑评级可达“三星”。

公司将以政策为指引，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推行业向产业化、信息化、绿色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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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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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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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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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