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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6                            证券简称：汉嘉设计                           公告编号：2020-045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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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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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嘉设计 股票代码 3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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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娴 黄国华 

办公地址 杭州市湖墅南路 501 号 杭州市湖墅南路 501 号 

电话 0571-89975015 0571-89975015 

电子信箱 hj-lx@cnhanjia.com hjzq@cnhanj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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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278,459.03 434,640,142.67 9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320,507.13 34,152,903.33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9,675,409.20 22,858,009.27 2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10,426.60 11,295,313.04 -58.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3.68%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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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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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6,983,672.03 2,424,170,104.79 -1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1,973,492.53 1,195,018,239.21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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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城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80% 135,000,000 135,000,000 质押 62,000,000 

高重建 境内自然人 1.92% 4,340,010    

叶军 境内自然人 1.40% 3,167,200    

周丽萌 境内自然人 1.33% 3,000,000    

古鹏 境内自然人 1.25% 2,812,500    

潘大为 境内自然人 0.68% 1,534,611    

岑政平 境外自然人 0.66% 1,500,000    

杨小军 境内自然人 0.50% 1,125,000    

范霁雯 境内自然人 0.48% 1,074,227    

康平 境内自然人 0.48% 1,074,2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浙江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岑政平、欧薇舟夫妇，

自然人股东岑政平与浙江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

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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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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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上半年，面临国内外疫情蔓延风险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挑战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深化改革，综合施策，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一）经营业绩主要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127.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32.05万

元，同比增长20.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967.54万元，同比增长29.82%，经营业绩保

持稳步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设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6,408.0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67%。公司EPC项目稳中有进，继续保持稳步

增长。2020年上半年，EPC工程总承包业务共实现营业收入47,254.2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8.70%。 

（二）并购重组成果显现 

1、对公司业绩贡献明显 

2019年公司成功收购杭设股份，并于2019年9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杭设股份实现营业收入20,148.29万元，

营业利润2,498.79万元，净利润2,172.48万元，对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明显。 

2、公司业务领域延伸 

杭设股份是一家以市政公用行业和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为主的综合性甲级设计咨询和工程管理企业，在燃气热力、市政工

程和建筑工程设计与总承包领域的核心技术和现有业务资源对公司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形成必要的补充，进一步扩大公司的业

务覆盖范围，为公司工程设计业务及EPC总承包业务的整合和产业链的延伸提供支持。 

燃气热力工程设计业务保持稳步发展：杭设股份其燃气热力专业有着三十多年相关工程设计的历史，从事各类型燃气、

热力工程的咨询、设计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技术力量雄厚，工艺及配套专业齐全，拥有完整、严格的质

量管理体系。服务涵盖了燃气、热力等多种能源利用领域的项目，项目类型包括高压天然气输配工程、中低压天然气输配工

程、LNG、CNG等场站工程、热力工程、安全评估项目等。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燃气热力工程设计项目合同总额达9,19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44万元。 

在水处理和环境卫生业务开拓上迎来新契机：今年政府投资的扩建项目大量增加，省内水处理市场提质和增效齐头并进，

水处理、环境卫生两大行业的发展空间较大，五月后疫情的影响消退，各地政府投资性项目如期开展。上半年水处理的市场

主要分布在青田、市平阳、建德、兰溪、诸暨、玉环、缙云等省内市场。今年以来中标了德清新市污水处理厂项目、玉环市

干江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等项目，省外市场如在安徽广德、江西九江等地也有一定储备。报告期内环卫专业市场方面，

公司在延续省内承接直接委托的项目的同时，继续增强参与投标承接项目的能力。上半年参与了衢州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封场及生态修复设计、上虞城市资源再生利用绿色综合体项目、城西分类减量综合体EPC工程总承包、舟山市黄岩潭垃圾填

埋场整治工程、嵊州市垃圾焚烧发电飞灰填埋专库设计、黄岩区生活垃圾生态飞灰填埋场改造工程、南部固废资源化利用项

目EPC工程总承包等8个项目的投标，并且全部中标，合同总额约2.7亿元，为后续业务的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响应行业政策，积极推动装配式建筑设计业务发展 

在政策利好推动下，公司发挥优势，积极发展装配式建筑设计业务。2018年1月，公司顺应国家各级政府推进新型建筑

工业化、推广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构件（PC）的发展趋势，成立了PC结构技术研究中心，为提高PC设计水平及拓展PC

设计业务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今年年初，公司为进一步拓展业务承接范围，在原有PC结构技术中心基础上组建了建筑工

业化咨询所，为提升公司建筑工业化技术水平及装配式建筑设计领域全方位提高和拓展奠定了基础。 

2018年公司承接了第19届亚运会运动员村部分PC深化设计项目，在此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公司再次承接了亚运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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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滨水区北区块）项目PC深化设计项目，以及其他众多PC深化、钢结构设计项目。总体上公司上半年装配式建筑设计业

务保持稳定增长，随着装配式建筑政策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公司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老旧小区改造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今年4月，杭州市市建委发布《杭州市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项目计划》，明确全年将计划改造300个小区，总建

筑面积超1,200万平方米，惠及15万住户群众。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为老旧小区改造列出了时间表：202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到

2022年，基本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到“十四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完成2000

年底前建成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推动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业务将给公司带来业务上的增量。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承接了多个杭州市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公司将以社区智慧管理、

绿色低碳、和睦共治、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未来社区生活理念，从停车、楼道等基础设施及安防、环卫、医疗、养老、

教育等领域进行提升改造，并运用社区物联网和大数据平台融合物业服务等先进技术打造智慧社区的长效管理，力争将项目

打造成杭州市老旧小区改造的精品样板工程。 

（五）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专业技术创新 

公司积极探索建筑设计行业的前沿理论研究和应用，推动建筑设计技术的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装配式建筑、

绿色节能建筑、海绵城市、养老社区、未来社区、生态环境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项目

共立项26个，涉及研发投入资金总额2,757.4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42%。其中募投项目“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本报告

期内投入金额1,047.67万元，累计投入金额已达到计划进度100%。上半年公司已累计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 

（六）注重品牌建设，提高业内知名度和品牌的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设计的项目获得了众多奖项，其中公司杭州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大厦、西湖区文体中心设计项目分获2020

年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建筑工程类一等奖和二等奖；汾口镇武强溪生态湿地（一期）、富阳精品江景一期工程

分获2020年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优秀勘察设计风景园林类一等奖和二等奖；公司杭州滨江与之江区域天然气连通供应保障跨

江管道工程获得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二等奖，淳安县千岛湖镇桃源地块LNG气化站工程获得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三等

奖；杭州市半山田园综合体R22-07地块30班中学建设工程获得2020年度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奖（优秀勘察设计）三等奖等。

近年来公司设计的项目产品不断地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凭借优秀设计作品在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进一步增

强了公司的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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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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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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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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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0年 8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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