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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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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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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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中国海诚

股票代码

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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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形成包括工程设计、咨询、安装施工、采购、试车在内的工程项目建设完整业务链，能为业主
提供高品质的工程建设全过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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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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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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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承包业务项目经营期限长，不可控因素较多，国内对于工程总
承包业务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层次不齐，业务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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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8 年
营业收入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5,225,350,140.12

4,199,302,527.82

24.43%

4,472,812,64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198,802.51

200,693,753.02

5.73%

134,272,79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269,683.45

99,368,978.26

80.41%

176,400,51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26,641.83

4,195,276.93

-787.12%

417,167,92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8

6.25%

0.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48

6.25%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3%

16.20%

-0.77%

11.9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302,837,577.80

3,931,356,290.45

9.45%

3,799,023,62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2,705,469.69

1,318,315,735.40

8.68%

1,155,582,639.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957,042,541.12

1,101,952,987.61

1,135,814,913.63

2,030,539,69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25,974.71

55,346,880.02

50,826,579.23

63,599,36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334,532.13

52,181,754.61

44,662,462.91

46,090,93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862,774.30

28,050,995.84

105,597,897.69

-57,612,7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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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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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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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3.43%

14,304,582

0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险

其他

0.41%

1,719,657

0

方晓文

境内自然人

0.36%

1,516,735

0

邓美真

境内自然人

0.31%

1,283,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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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学品

境内自然人

0.31%

1,283,083

0

卢芳满

境内自然人

0.29%

1,200,000

0

其他

0.27%

1,143,2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量化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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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方晓文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 1,51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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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6.55亿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69.95%，是公司的第一大主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巩固传统行业、发展新兴行业、找回失去行业。进一步挖掘在制浆造纸、化工、
食品、香精香料等传统行业经营潜力，陆续签订了越南理文二期项目、宜宾纸业整体搬迁技改项目、东邦
化学表面活性剂等产品二期扩建项目、温州快鹿集团公司年产味精 1.21万吨、鸡精2000吨及仓储工业投
资EPC项目、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碱回收系统环保提升改造项目等大型总包项目。
公司以现有技术优势、团队优势和研发优势为抓手，全力开发节能环保、主题乐园、医药、新能源、
市政公用、先进物流等新兴行业。公司承接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设计项目和四川眉山恒大童世界主题乐园
项目再次确立了公司在高端民用设计领域（尤其是主题乐园领域）行业地位。子公司广州公司凭借在垃圾
焚烧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和优势，在节能环保领域也收获颇丰，陆续签订了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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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期)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汾阳市一般公共固废处置及生态修复示范项目、自贡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EPC总承包等大型项目。
为进一步拓展行业领域，近年来，公司还致力于找回一度失去的传统优势行业。报告期内，公司签订
了湖北中烟新业薄片就地技改EPC总承包项目，该项目不仅开创了在烟草行业内实施EPC总承包建设模式的
业界先河，也为海诚振兴烟草行业，持续拓展烟草行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国际化业务平台，扩大海外收入占比。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发
挥专业优势，推进国际化业务平台建设，重点承接制浆造纸、制糖、食品和果蔬加工、精细化工、医药、
物流、垃圾焚烧发电、污水处理等行业项目，国际化经营业务占海诚股份整体比重稳步提高。陆续签订了
马来西亚浆板总包项目、印尼RAPP制浆造纸厂第一阶段制浆去瓶颈项目和第二阶段制浆扩建设计项目，孟
加拉国拉杰沙希7座变电站总承包项目，缅甸曼德勒银珍珠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新糖厂设计项目。公司还将
海外项目经营触角从亚非延伸至了北美，签订了理文集团美国西岸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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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承包

3,655,371,545.77

245,203,559.73

6.71%

36.11%

38.63%

0.12%

设计

985,993,866.10

231,697,898.36

23.50%

0.84%

-12.41%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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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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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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本集团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行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将原“应付利息”及“应付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行项目下分别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C、股东权益变动表
在“股东权益内部结转”行项目下，将原“结转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所产生的变动”
改为“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本集团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集团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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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海诚股份亏损、微利及规模等级5级及以下企业专项治理工作处置建议的通知》（中轻企
【2016】6号文），本公司之子公司中轻国际于2018年关闭注销了北京中轻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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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徐大同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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