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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8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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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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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涛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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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毅 简金英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 28 号洪涛

股份大厦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28号洪涛股

份大厦 

电话 0755-82451183 0755-82451183 

电子信箱 suyi@szhongtao.cn jianjinying@szhongt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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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761,279.26 1,906,188,579.29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05,171.01 79,443,128.78 -7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2,882,881.84 77,292,909.80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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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289,456.43 63,005,574.92 37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9 0.0636 -7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6 0.0749 -7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2.4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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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3,445,480.65 11,689,735,162.81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78,485,339.09 3,118,872,134.89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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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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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年新 境内自然人 31.19% 389,705,180 292,278,885 质押 272,790,000 

新疆日月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6% 83,202,943 0   

郭洪涛 境内自然人 2.60% 32,500,840 0   

蓝歆旻 境内自然人 1.87% 23,325,339 0   

廖美芳 境内自然人 0.74% 9,262,980 0   

孙文坤 境内自然人 0.72% 9,010,600 0   

黄英勇 境内自然人 0.55% 6,850,600 0   

陈远芬 境内自然人 0.45% 5,681,298 0   

陈远浩 境内自然人 0.37% 4,604,533 0   

王全国 境内自然人 0.27% 3,371,196 2,528,3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刘年新先生持有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27%股份；陈远芬女士为刘年新先生配偶，

两者为一致行动人；陈远浩先生为陈远芬女士之兄弟。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新疆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83,202,943 股；蓝歆旻通过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3,325,339 股；孙文坤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010,600 股；黄英勇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84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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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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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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深圳洪涛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

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

一期） 

19 洪涛 01 114469 2019 年 04 月 24 日  2022 年 04 月 24 日  20,000 6.8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9.33% 68.43% 0.9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5 2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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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一）建筑装饰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同比下滑。在此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主

动适应，克服困难，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在工程中标量和合同签约额上实现同比增长。 

在优势细分市场上，公司承接了华为坂田基地科研中心F1改造项目、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美团深圳龙华全国生

活服务消费大数据运营中心项目、腾讯怀来瑞北云数据中心项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生态园数据中

心运营配套项目等信息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承接了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科研楼、东亚嘉里项目办公楼、杭州奥克

斯中心项目办公区、鸢歌汇智中心项目、浙商银行多地分行装修项目等高档写字楼项目；承接了三亚海棠之星华尔道夫酒店、

武汉恒信摩尔酒店等星级酒店项目；承接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都大运村建设项目、深圳宝安滨海文化公园海府

生态大厦项目、深圳宝安滨海文化公园演艺中心项目等公建文化类项目；在EPC总承包项目上，公司新承接了深圳改革开放

主题公园项目一期维修造工程设计采购施总承包（EPC）项目、平乐昭州大饭店二次装饰装修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

项目及皇粮浜地块改造项目1#楼建筑施工总承包项目等。 

（二）职业教育 

2020年开年之际，凶猛的新冠疫情对社会各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给教育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在疫情期间，城

市学院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号召，通过精心组织的网课持续给学生提供远程学习，相关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小。公司的教育

培训业务跨考教育及学尔森线下业务受疫情影响同比下滑，公司从学习平台、内容、服务三方面加强了线上准备，把部分课

程线下转线上，充分发挥线上线下的教学学习系统的竞争优势，抓住生源，提升服务，同时一定程度压缩经营成本。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公司责无旁贷积极行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公司董事长带头捐

款，广大员工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公司旗下子公司跨考教育及学尔森均

开启爱心线上课程，免费为全国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同胞提供相应线上服务。另外，公司拥有丰富的医院装修工程经验，公司

曾参建的包括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沈阳积水潭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湖北荆门第一人民医院等在内的十余所医院，都在本

次疫情防控中被所属地区指定为新型肺炎定点医院。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在疫情期间虽未正式开业但被武汉市新型肺炎防

控指挥部确定为确诊病例治疗点，公司作为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参建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第一时间调配了一批武汉籍的

队伍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原则之上加快抢工，确保医院室内装修工作高效圆满完成，为医院提前投入使用，实现与军队援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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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队的人无缝交接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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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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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对收入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预收账款 223,419,131.76  54,267,503.17  

合同负债  223,419,131.76  54,267,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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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洪涛建筑设计河北有限公司 收购 

SZHT INTERNATIONAL(CAMBODIA)CO.,LTD.  设立 

中装信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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