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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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地股份 60388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伟民 鲍鸣 

电话 021-52806755 021-52806755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网

电大厦A座8层 

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289号网

电大厦A座8层 

电子信箱 shchengdi@163.com shchengd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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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1,957,091.79 6,346,206,092.76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490,362,374.37 3,313,546,861.31 5.3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1-6月）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1,890,257.74 -236,848,991.06 6.35 

营业收入 1,558,671,035.51 1,237,408,211.61 2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6,441,035.81 129,824,908.00 4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9,076,540.75 127,925,228.85 2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47 10.40 减少4.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57 -12.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0 0.57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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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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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东 境内自

然人 

21.87 82,137,829 18,934,493 质押 31,976,000 

沙正勇 境内自

然人 

11.05 41,515,592 41,515,592 无 0 

卢静芳 境内自

然人 

4.21 15,800,736 0 质押 8,344,000 

镇江恺润思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1 14,693,678 12,525,758 无 0 

上海西上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46 13,009,148 7,221,570 无 0 

上海天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15 11,824,814 0 质押 11,824,814 

扬中市香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95 11,061,744 11,061,744 无 0 

余艇 境内自 2.57 9,659,356 0 无 0 



然人 

曹岭 境内自

然人 

1.53 5,757,771 4,908,170 无 0 

刘国锋 境内自

然人 

1.37 5,136,180 666,400 质押 2,053,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晓东先生和卢静芳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21.87%和

4.21%的股份，二人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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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报告期内，子公司香江科技凭借其具备 IDC 全产业链的特性和本身企业过硬的实力，同时依托 IDC

行业景气的影响，其业务增速明显，业务规模逐年扩大，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 75.97%，

为公司全面进军 IDC 领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报告期内，公司地基与施工基础服务发展稳健，继续走各区域公司多头并进的经营模式，截至报

告期末累计实现利润 78623592.99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子公司香江科技相继中标中金和邮储数据中心相关产品。系统集成业务积极响应 5G

基建和数据中心建设，依靠全产业链优势，稳步推进在手数据中心的建设，相继完成南京江宁数

据中心、汇天网络 12#楼、立昂旗云南沙、上海圆通等数据中心总承包建设并验收，北京海湖云、

汇天网络数据中心等数据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子公司香江科技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达成

战略合作，未来海康威视将协助香江科技提升智慧企业园区、智慧工厂的整体规划与实施能力，

在生产场景物联上，通过 AI+视频的能力以及物联网数据服务能力，防范安全隐患、拉近管理距

离、提升管理效率、规范作业行为。 

报告期内，子公司香江科技获得施耐德电气 OKKEN 智能设备技术授权，并与施耐德电气签署了智



能配电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在智能配电领域展开深入合作，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政企合作，与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沪太智慧云谷数字科技产业园

项目一期”助力上海周边数据中心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子公司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自持运营“上海联通周浦数据中心二期”这一

成熟案例，继续以自筹自建自营为模式，拟建上海城地临港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取

得相应批文。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正式提交行业变更申请，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 2020 年 2 季度上市公

司行业分类结果，其显示公司已从原“土木工程建筑业”行业变更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

是公司作为云基础设施服务商正式进军 IDC 领域的重要标志，未来公司将秉承新发展理念的重要

思想，紧跟新基建政策导向，以云基础设施服务产业为主，地基与基础施工产业为辅，提高产业

规模，完善 IDC 数据中心建设及配套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促进公司 IDC 数据中心产业发展，通过申请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进行再融资，将募集资金投入“沪太智慧云谷数字科技产业园

项目一期”建设，目前公司可转债已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完成发行及上市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法有效地召集和召开了 1 次年度股东大会、1 次临时股东大会、9 次董事

会会议，审议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议案、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等相关议案、续聘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审机构的议案、增加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预计公

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可转债发行等相关议案等。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共申请知识产权 22 项，其中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

外观设计专利 5 项，其中，报告期内发明专利授权 2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4 项，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 5 项。并获得“通信高热密度机房用温控设备第 1 部分：列间式文温控设备”行业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全力支持配合子公司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经营发展，对香江科技及其子公司累计

提供 6.5 亿元的担保额度，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对所有担保程序及合法合规性进行了监督核查，经董事会确认核实，公

司已担保事项属于生产经营及资金合理利用所需，且未超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担保内容及担保总额度，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公司

已就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风险可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关联方企业进

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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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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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