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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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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17,628,9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83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海诚 股票代码 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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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琳 杨艳卫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 上海市宝庆路 21 号 

电话 021-64314018 021-64314018 

电子信箱 haisum@haisum.com haisum@haisu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我国轻工行业最大的提供设计、咨询、监理等工程技术服务和工程总承包服务的综合性工程公

司，依托六十多年来在轻工行业的积累和持续创新，公司拥有深厚的工程设计、技术咨询实力和丰富的工

程管理经验，已形成完整的包括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工程监理及工程总承包（含设计、采购、

施工、安装、调试等）工程项目建设业务链，能为业主提供高品质的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承接并完成了

一大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程项目。业务领域涵盖轻纺、建筑、城市规划、商物粮、电子通讯、化工石化

医药、机械、农林、市政公用、电力、环境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行业，客户遍及亚、欧、非、美及大洋

洲等地。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复评，再次获评“全国精神文明单位”；连续第十七年入围“ENR/建筑时报”中

国工程设计企业60强，位列第29位；再次入围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公布“2020年中国

服务业企业500强”，位名列第495位；荣居中国勘察设计企业工程项目管理营业额第7位，总承包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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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位；公司获评“2020年全国建筑业优秀微信公众号”荣誉称号。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汇聚了4800余名优秀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国家设计大师3人，国务院特贴

专家41人，轻工行业设计大师25名，高级职称人员1471人，国家各类专业注册资格人员2400多人次。 

公司所处的轻工业工程建设领域竞争激烈，公司的竞争对手主要来源于参与轻工及其他相关行业工程

项目建设的企业，包括各种规模的综合类或行业性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工程公司、建筑业企业、建筑工程

设计事务所和拥有中国境内业务的外国工程公司、设计师事务所等。 

在轻工工程建设领域，公司具备竞争优势的业务领域包括制浆造纸、食品发酵、制糖制盐、烟草、日

用化工、日用硅酸盐、皮革皮毛、文教印刷、家电及轻工机械等细分领域。同时，公司全力开发节能环保、

主题乐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仓储等新兴行业。对比优秀的竞争对手，公司管控力和执行

力尚需提升，内部同业无序竞争仍然存在，内部管理、制度、标准、资源等整合力度不够；工程总承包业

务管控能力较为薄弱，风险意识不足；新兴行业资质覆盖面不全，技术创新缺乏，核心竞争力有待发掘和

提高；国际化项目开拓力度和综合能力有待提高；人力资源配置不平衡，高端和复合型人才不足，后备干

部梯队建设滞后；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滞后，缺少统一的发展规划；投融资能力不强，未能有效发挥上市

公司平台作用。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风险

等因素持续影响，主要经济体持续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我国经济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经济形势持续恢

复，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

复基础尚不牢固，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

视。但我国经济持续复苏、形势向好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要紧紧抓住“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完善机构、充实团队、创新机制，以技术为基础、以资金为支撑、以

沟通为手段开拓市场，国际国内并举，巩固主行业，焕发老行业，发力新行业，对本部及各子公司的未来

行业发展方向加强分类指导，推动其更加聚焦主业，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行业业务，鼓励相互协作，优势

互补，增强全公司传统产业的核心能力、新兴产业的突破能力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合力，减少直至消除无序

竞争阻力，努力避免产生新的无序竞争源头，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继续深耕制浆造纸、食品发酵和日用化工三大传统优势行业，确保主营业务持续平稳增长；重点开发

节能环保、休闲健康和现代物流三个新兴产业领域，同时探索新的运营模式，发挥带动效应，助力公司主

营业务转型升级，并成为公司的主要经济增长点和盈利点；加快传统行业的复苏与智能升级，提升规模和

效益；加快新业务发展模式探索，推动全过程咨询业务、总承包业务深入发展。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及疫

情防控常态化，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战的长期化等，对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公司既要对国际化业务开拓保持远景信心，也要对当下的困难理性应对，顺势而为、

量力而行。重点关注公司主要行业优势项目并将擅长行业作为突破口，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布

局成长性较好的国别市场。加强与有资源协调能力国际窗口公司的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

机制，通过借船出海，造船出海的方式，以长久经营为理念，保障国际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时做好海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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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风险防控和预案措施，最终实现公司经营业绩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096,627,251.96 5,581,329,848.28 -8.68% 5,225,350,14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849,636.02 58,609,152.13 8.94% 212,198,80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541,028.65 13,384,902.31 105.76% 179,269,68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568,258.66 338,231,697.86 37.65% -28,826,64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7.14% 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4.14% 0.47% 15.4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4,520,651,493.12 4,303,104,980.31 5.06% 4,302,837,577.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01,774,957.75 1,390,991,743.63 0.78% 1,432,705,469.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68,000,066.00 1,038,026,581.50 1,574,796,930.47 1,715,803,67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37,563.01 -91,244,427.55 83,518,959.11 45,937,54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541,644.01 -97,646,359.86 76,396,136.39 26,249,60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432,112.38 -186,226,150.65 298,277,698.08 235,084,598.8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5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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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90% 216,769,435 0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8% 22,889,860 0   

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 14,806,512 0   

上海市徐汇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3.43% 14,304,582 0   

王秀琴 境内自然人 1.68% 7,001,0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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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奕忠 境内自然人 0.92% 3,838,014 0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0.90% 3,773,273 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65% 2,720,000 0   

邓美真 境内自然人 0.38% 1,569,600 0   

应学品 境内自然人 0.35% 1,4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其他股东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秀琴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7,000,973 股股份；股东方奕忠通过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838,014 股股

份；股东谢慧明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3,738,673 股股份。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无。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总收入50.97亿元，同比下降8.68%；实现利润总额9,486.02万元，同比增长

3.61%；实现净利润6,384.96万元，同比增长8.94%；新签订单60.31亿元,同比下降5.76%。截止2020年12

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45.21亿元，较期初增长4.8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02亿元，较期

初增长2.43%。 

公司是轻工行业提供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等工程技术服务和工程总承包服务的综合性工程

公司。 

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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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工程总承包企业对承包工程的

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3.43亿元，占

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的65.60%，是公司的第一大主营业务。 

工程设计是指对工程项目的建设提供有技术依据的设计文件和图纸的整个活动过程，是建设项目的重

要环节，是建设项目进行整体规划、体现具体实施意图的重要过程，是确定与控制工程造价的重点阶段。

工程设计是现代社会工业文明的最重要的支柱，是工业创新的核心环节。工程设计的水平和能力是一个国

家和地区工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报告期内，公司工程设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1.33亿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的22.22%。 

工程监理是指具有相关资质的监理单位受甲方的委托，依据国家批准的工程项目建设文件、有关工程

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监理合同及其他工程建设合同，代表甲方对乙方的工程建设实施监控的一种

专业化服务活动。报告期内，公司工程监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38亿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

入的8.59%。 

工程咨询是指运用工程技术、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为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和

管理提供的咨询活动。包括前期立项阶段咨询、勘察设计阶段咨询、施工阶段咨询、投产或交付使用后的

评价等工作。报告期内，公司工程咨询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66亿元，占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26%。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精耕制浆造纸、食品发酵和日用化工等传统优势行业；大力拓展节能环保产业、

休闲健康产业和现代物流业等新兴行业，推动全过程咨询业务、总承包业务深入发展，实现新签订单60.31

亿元，较上年下降5.76%。分业务看，咨询业务新签订单2.04亿元，同比下降12.59%，监理业务新签订单

6.24亿元，同比增长14.35%，设计业务新签订单15.41亿元，同比下降5.04%，工程总承包业务新签订单36.62

亿元，同比下降8.41%。分地域看，境内业务新签订单53.88亿元，同比增长14.76%；受境外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影响，境外业务新签订单6.42亿元，同比下降62.31%。 

新签订单中，传统优势行业制浆造纸、食品发酵和日用化工行业新签订单28.69亿元，占公司新签订

单总额的47.57%。特别是烟草行业坚持不懈的开拓实现较大突破，海诚股份本部与武汉公司合作签订“黄

鹤楼卷烟包装印刷及辅材产业园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5.24亿元，海诚股份本部签订“襄阳卷

烟厂原料库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73亿元；制浆造纸行业海诚股份长沙公司签订“景兴

控股（马）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吨高档再生浆及工业包装用纸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3.59

亿元；日用化工行业海诚股份北京公司签订“江恒翔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表面活性剂、20万吨纺织

专用助剂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96亿元；海诚股份中轻建设签订“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

有限公司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68亿元；海诚股份本部签订“安徽海得

克塑料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总承包工程合同”，合同金额0.8561亿元。 

节能环保业务领域拓展继续保持不错势头，新签订单13.45亿元，占公司新签订单总额的22.30%。海

诚股份广州公司陆续签订“临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4.87亿元，“防城

港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96亿元，“邓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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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设计-主体施工）联合体合作协议”，合同金额1.71亿元；海诚股份长沙公司签订“贵州鹏

昇（集团）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0万吨包装纸项目配套中水回用工程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1.16亿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承包 3,343,132,927.75 34,392,138.14 1.03% -13.85% -33.65% -0.31% 

设计 1,132,711,045.65 328,942,752.37 29.04% 4.37% 11.61% 1.88% 

监理 437,983,943.97 81,171,482.27 18.53% 9.12% 22.13% 1.97% 

咨询 166,000,505.06 65,685,535.88 39.57% -6.61% 15.59% 7.6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①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

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

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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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的项目 

2020 年 1 月 1 日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4,303,104,980.31  8,977,326.68  4,312,082,306.99  

其中：应收账款 771,879,202.09  -105,930,833.70  665,948,368.39  

    存货 457,694,408.61  -430,487,955.96  27,206,452.65  

合同资产  357,568,156.69  357,568,156.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800,832.74  2,441,033.92  57,241,866.6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5,386,925.73  185,386,925.73  

负债合计 2,912,113,236.68  31,466,289.56  2,943,579,526.24  

其中：预收款项 829,724,963.48  -825,568,463.48  4,156,500.00  

    合同负债  812,403,580.81  812,403,580.81  

  其他流动负债 49,949,627.96  44,631,172.23  94,580,800.19  

股东权益合计 1,390,991,743.63  -22,488,962.88  1,368,502,780.75  

其中：盈余公积 143,818,882.48  -118,657.78  143,700,224.70  

未分配利润 687,811,284.01  -22,370,305.10  665,440,978.91  

②本集团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9 年度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本年度无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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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赵国昂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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