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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1                           证券简称：郑中设计                           公告编号：2020-062 

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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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中设计 股票代码 00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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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颖 张斌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

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4B02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益田路与福华路交汇

处卓越时代广场 4B01、4B02 

电话 0755-83028871 0755-83028871 

电子信箱 atg@atgcn.com atg@atgcn.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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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43,451,282.85 1,040,201,743.58 -1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44,831.55 53,011,028.59 -6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5,533,872.76 48,221,572.52 -6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76,273.51 -79,491,844.79 -15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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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9 -6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3.71%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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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6,368,240.26 3,422,701,650.41 -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98,690,288.60 1,624,329,887.70 -1.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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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亚泰一

兆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24% 127,554,750  质押 35,400,600 

郑忠 境外自然人 11.30% 30,516,750 22,887,562   

来宾亚泰中兆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53% 23,024,250    

林霖 境内自然人 1.77% 4,789,125 3,591,843   

唐旭 境内自然人 1.69% 4,557,000    

邱卉 境内自然人 1.09% 2,946,225    

郑虹 境内自然人 0.91% 2,464,650  质押 1,650,000 

邱艾 境内自然人 0.83% 2,247,750    

周奇平 境内自然人 0.45% 1,202,289    

江进 境内自然人 0.34% 93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亚泰一兆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郑忠和邱艾，其中郑忠持有 60%的股权，邱艾持有 40%

的股权，郑忠与邱艾为夫妻关系，郑忠与郑虹为兄妹关系，邱艾与邱卉为姐妹关系，邱卉

与林霖为夫妻关系，郑虹与唐旭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唐旭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4554600 股，占总

股本 1.6868%；江进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931200 股，占总股 0.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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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战略竞争、

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逆全球化”加速等多方面因素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挑战前所未有，国内

建筑装饰行业发展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延迟复工复产，导致公司已经承接

的业务开工率低，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下降；二季度，随着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生产恢复，公司加

紧复工复产，业务开展得到恢复，于报告期内取得营业收入843,451,282.85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8,644,831.5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4.8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6,276,273.51元，上年同期为

-79,491,844.79元。 

报告期内，公司设计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持续发挥品牌优势。设计业务于报告期内收入为218,588,834.27元，占营业收

入25.92%，较2019年同期占比21.00%，比重增长4.92%。公司于报告期内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由“深圳市亚泰国际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郑中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简称由“亚泰国际”变更为“郑中设计”，突出设计品牌引领地

位，更加彰显民族设计品牌的自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和行业地位，有助于向投资者进一步传递公司设计

创意发展理念。同时，公司聚焦品牌延伸，进一步创新品牌战略，持续推出针对中端客户的设计品牌、针对商业办公的设计

品牌，以及聚合科技与设计力量的科技公司等，实现CCD郑中设计品牌矩阵的迭代升级。未来，CCD郑中设计将坚定走品

牌发展之路，把握好全球经济新变化、新趋势下的新秩序与新格局变化，以设计力量助力中国品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中国

设计之美。 

此外，公司结合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和未来发展规划，于报告期内积极筹划，期后推出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计划

通过非公开发行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发展中资金使用需求、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设计业务的先行优势，积极推进EPC项目的承接与实施。报告期内承接了洛阳万怡酒店装饰工程、

七彩第壹城八号地块皇冠假日酒店客房装修工程、潮州腾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智能化系统工程等多个EPC项目。公司力推的

EPC项目强调设计品质和工程质量，对全流程负责，正在逐步获得更多客户的认可，报告期内EPC工程项目贡献收入2.97亿

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35.23%。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研发工作，重视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公司BIM团队于报告期内在完成现有项目

的同时，也承接了更多的项目，如黄山风景区北海宾馆环境整治改造项目、中山天奕国际广场商业精装修工程、华为坂田基

地改造项目精装修总承包工程等项目，并荣获2019年中国装饰行业BIM大赛一等奖、2019年安装行业BIM技术应用成果评价

行业先进Ⅲ类、RICS中国奖2020年度BIM最佳应用入围奖。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人员结构，加强内部管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在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举措的同时，秉持停工不停学的宗旨，组织一线业务部门约512人线上培训及技能比武，苦练内功，向下扎根。同时，

对于各职能部门，逐步优化和推出相应的经营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有效激励团队做强做大业务规模。此外，公

司加大对技术施工、专业设计等人才的引进力度，优化人才结构和专业布局，适应公司的发展需求。 

     公司强调企业文化的建设，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践行既定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激励全体员工共同奋斗。具体为： 

使命：东意西境点亮人居梦想 

愿景：致力于建立学习型组织，打造一个自我驱动、自我成长的生态环境，让员工和生态链伙伴有激情、有梦想，建

设共赢发展的生态圈，以创新驱动实现文化自信。 

核心价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意为灵魂，以品质为生命，以奋斗者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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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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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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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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