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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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建集团 600629 棱光实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志浩 谢俊士 

电话 021-52524567 021-624640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石门二路258号23楼 上海市石门二路258号22楼 

电子信箱 IR@arcplus.com.cn IR@arc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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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3,962,811.50 10,276,905,124.34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076,403,493.34 2,934,538,596.59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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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845,676.48 -338,379,740.38 2.52 



营业收入 3,766,863,057.75 3,440,917,684.71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0,403,785.20 170,025,563.01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6,392,547.28 143,689,830.38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34 6.05 增加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671 0.3233 13.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671 0.3233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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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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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47 290,946,423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85 79,300,162   无   

张小鹏 境内自然

人 

0.50 2,688,0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2,538,148   未知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陕西

省国际信托－陕国投·稳健

5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43 2,320,671   未知   

侍倩 境内自然

人 

0.37 1,965,720   未知   

上海电科诚鼎智能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33 1,776,023   未知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1 1,657,621   未知   

汪月英 境内自然

人 

0.27 1,422,600   未知   

杨启明 境内自然

人 

0.25 1,32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国盛（集

团）有限公司均为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



管的国有企业；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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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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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突发的疫情，公司按照“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的要求，严格落实各项

防疫措施，坚决做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复工复产后，公司围绕 2020 年重点工作，按照“深

化改革、创新转型、优化管理、提质增效”的要求，稳步推进各项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克服各

种不利，生产经营形势总体良好，新签合同和营业收入都实现了年初预算目标，较去年同期略有

增长。 

1、主要经营指标总体保持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 65.90 亿元，同比增长 15.17%。其中，设计咨询类项目合同额 40.64

亿元，同比增长 11.77%；工程承包类合同额 25.26 亿元，同比增长 21.10%。报告期内，公司营业

收入 37.67 亿元，同比增长 9.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 亿元，同比增长 12 %. 

2、新签千万以上大合同增速较高 

报告期内，新签金额千万以上设计咨询类合同 77 项，合同额 21.39 亿元，同比增长 43.36%。

包括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及附属工程设计、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空间二期工程

设计、九洲港客运站场城市更新一期和九洲湾文体旅游产业园 S1 总包、容东片区 B1 组团安置房

及配套设施项目、海南未来产业园、淮州新城职教城（四川锅炉高级技工学校）勘察设计施工总

承包、东平森林公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承包合同、淮安市清江浦区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

EPC 等重大项目。 

3、继续深入开拓全国市场 

报告期内，在立足上海本地市场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国内重点区域市场开拓工作，进一步

加强对国内各分支机构的支持力度。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除上海外）新签合同额 35.61 亿元，

同比增长 8.56%；继续跟进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建设热点，在用心耕耘

的基础上获得初步成果并签约多个重要项目。公司承接 2020 年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 69 项，主要

包括上海光源二期、新开发银行总部大楼、中国商飞飞机试飞中心，世博文化公园等重大项目。 

4、国际市场开拓扎实推进 

2020 年上半年，在疫情及国际市场环境不确定因素的叠加影响之下，通过公司各单位的团结



协作，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市场为海外开拓重点导向，积极推进复工复产，组织协调内

外部资源，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和参与国家商务部援外项目。截止 6 月底，公司新签外经合同总金

额 2.05 亿元，其中柬埔寨金边 BOCC 项目成功签约合同金额 4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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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前述准则，并根据前述准则关于衔接的规定，于 2020年 1月 1日对财务报表进行了相

应的调整。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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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