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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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科技 60084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骆君君 史亚平 

电话 021-65985860 021-6598586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1398号同济联合

广场B座20层 

上海市四平路1398号同济联合

广场B座20层 

电子信箱 tjkjsy@tjkjsy.com.cn tjkjsy@tjkj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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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6,424,783.60 12,152,120,301.84 -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42,804,483.97 2,791,826,002.1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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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338,295.40 -361,023,020.83   

营业收入 3,495,363,642.26 1,842,795,618.00 8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141,535.52 135,350,669.80 14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8,406,343.84 129,297,902.52 153.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3 5.75 增加5.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22 1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22 1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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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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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8 146,051,849 0 无 0 

上海黄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13,659,22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7 5,414,329 0 无 0 

林乐民 境内自然人 0.52 3,270,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3,058,565 0 无 0 

郑文宝 境内自然人 0.44 2,725,900 0 无 0 

吕平 境内自然人 0.39 2,409,900 0 无 0 

忻文坚 境内自然人 0.36 2,273,140 0 无 0 

张真勇 境内自然人 0.35 2,215,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25 1,577,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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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国家不断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公司在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按照上级主管

部门要求，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复工复产，优化配置资源，探索业务创新发展模式，

努力将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95 亿元，同比增长 89.6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 亿元，同比增长 149.09%。 

1、工程咨询服务 

同灏公司紧跟国家战略部署新格局，根据新基建、大基建项目实施需要，配置人才，打造团

队。公司紧紧围绕“1+X”业务发展战略，构建了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体系，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

的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服务企业集团。 

报告期内，同济咨询在全过程咨询领域承接了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修复项目。天佑公司承接的

嘉兴市有轨电车一期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是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全过程咨询项目；

天佑公司还承接了寿阳县石门河水环境提升建设项目监理业务，开辟了水利业务新领域。同济项

目管理获得了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为拓展全过程咨询业务奠定了基础。 

2、建筑施工管理 

同济建设在疫情期间严格落实施工现场疫情防控要求，加强新开项目开工阶段的策划，确保

施工人员身体健康；推进项目视频监控和智慧工地建设，使项目管理工作有条不紊推进，提升现

场管理能力。同济建设还顺应建筑信息化发展趋势，在原有 BIM 基础上，加强建筑模型的建模精

度与速度，不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 

3、环境工程科技服务与运营投资 

同济环境借助国家大力发展环保行业的契机，充分发挥自身工艺技术与运营服务优势，拓展

委托运营、EPC+O 等轻资产模式，通过智慧水务平台实现远程管控和协作，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平乡主城区污水厂、惠州泰美污水厂等项目提标改造工作，通过

签订补充协议调整水价，提高了整体收益。福州马尾 PPP 项目已实现计费正常化、运营管理标准

化。 

4、科技园增值服务及基地运营管理 

杨浦同济科技园继续以创新创业服务为重点发展方向，围绕同济大学四平校区，深耕杨浦，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报告期内，杨浦同济科技园积极响应国家、省市区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

抗疫扶持的号召，为园区企业减免部分房租，以有效推动园区企业复工复产。 

5、房地产开发 

同济房产面对复杂多变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深入判研市场趋势，提高风险意识，充分发挥开

发及销售各环节的专业能力，继续推进销售回款，提高项目整体收益水平，务实推进公司高质量

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 SJSB0003 单元 03-01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土地总价 11.48 亿元。 

6、党建工作 

公司党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学校党

委工作要求，统筹抓好公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平稳推进公司复工复产。按照学校党委

部署，按期开展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和职工理论学习，组织领导干部、党支部书记参加综合治理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检视问题的整改工作。持续加强全

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做好公司内部风险点排查与

防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建主体责任，围绕企业发展中心任务，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指标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7、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新冠”疫情期间，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及同济大学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相关部署，成立疫情防控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及自身经

营管理的同时，践行社会责任。公司筹措测温仪、防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质并捐赠给相关医疗机

构；子公司杨浦同济科技园制定了减免园区企业房租的相关政策，惠及约 160 家企业，全力支持

园区企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共渡难关。公司依据所管辖物业的实际情况以及疫情发展特点，

制定并实施了有针对性、精细化的防控措施，严抓疫情防控，精准有序的推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的复工复产工作。 

公司领导带队深入公司承接的国家及省市重点项目进行调研指导，包括杭州亚运会配套项目

G25 长深高速德清至富阳扩容湖州段工程第 KTJJL 监理标段项目、内蒙古乌梁素海生态修复全过程

管理项目、雄安发展中心咨询服务项目等，全面了解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措施落实情况，确

保项目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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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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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公

告编号：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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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