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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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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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勘设股份 6034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国建 于海 

电话 0851-85825757 0851-85825757 

办公地址 贵阳市阳关大道附100号 贵阳市阳关大道附100号 

电子信箱 huanggj@gzjtsjy.com yuhai@gzjtsj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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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2,543,651.11 3,972,887,941.21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6,550,893.13 2,228,797,964.69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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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674,388.95 -352,408,270.72 -65.91 

营业收入 899,044,627.28 997,182,077.10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538,664.21 172,949,138.95 -2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819,830.57 143,628,598.91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8.53 减少3.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96 -26.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96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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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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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林 境内自然人 9.37 17,137,115 17,137,115 质押 12,612,100 

贾龙 境内自然人 2.74 5,007,720 5,007,720 无 0 

漆贵荣 境内自然人 2.66 4,873,740 4,873,740 无 0 

龙万学 境内自然人 2.25 4,107,560 4,107,560 无 0 

范贵鹏 境内自然人 2.22 4,057,535 4,057,535 无 0 

管小青 境内自然人 1.52 2,779,940 2,779,940 质押 2,523,000 

杨健 境内自然人 1.31 2,393,515 2,393,515 无 0 

薛淑华 境内自然人 1.17 2,132,660 0 无 0 

马平均 境内自然人 1.05 1,923,570 1,923,570 无 0 

叶向东 境内自然人 1.03 1,888,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2、

公司前十名股东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安排；3、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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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自贵州省院（交勘院）改制而来，在科研能力、人力资源、企业品牌、资质等级等方

面经过长期沉淀，在贵州省工程咨询服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2014 年至今本集团承担的公路行业

勘察设计业务量约占贵州省公路勘察设计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市场占有率较为稳定，是贵州省交

通工程技术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近二十年来，集团完成了山区高速公路近 8,000 公里工程可行

性研究、近 4000 公里勘察设计工作。 

公司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连续 4 年入围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贵州省

企业家联合会、贵州省企业家协会评选的“贵州省企业 100 强”和“贵州省民营企业 100 强”名

单，继续保持着区域行业龙头企业的优势，2018 年获得改革开放 40 年“十佳民营企业”进一步

强化了企业品牌和提升了企业知名度。公司在 2017 年首次入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收入 50 强，

位列第 45 位，为提升公司资质奠定基础。 

1、积极拓展市场，上半年大合同中标成绩喜人 

公司于 2019 年 05 月分别中标了遵义大健康▪母婴护理中心妇女儿童医院项目设计施工总承

包（EPC）项目、忠庄碧云峰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和遵义市碧云峰生

态健康城红武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2019 年 7 月中标贵州省高速公路电子不

停车收费（ETC）门架系统建设项目+运维服务（应急建设项目）。 

2、积极推进与外部优质企业达成战略合作 

公司与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勘察设计和工程总承包建

设领域具有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惠共赢的合作基础，同意就双方资质范围内的勘

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PPP 项目运作进行合作。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与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三家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三家将充分利用自身经验和优势，共同开发海外市场。以非洲、东南亚

和中亚“一带一路”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重点，作为共同发起人，采取多种

模式，开展包括规划、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等项目合作，为加速三方扩大海外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占有率、获取优质项目创造良好条件和市场机会。 

3、构建省内市场经营网络，大力拓展省外和海外的经营体系 

为加大省内市场的经营深度和广度，构建省内市场经营网络，拓宽项目信息渠道。在全省除

贵阳市之外的 8 个市（州）设立了办事处，并制定了办事处的管理办法，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机制，

广泛收集项目信息、精心维护客户关系，积极推广公司品牌。 

公司在完善市场经营网络的同时，目前国内在云南、福建、浙江、成都、深圳、佛山、武汉、

广西设立了 8 家分公司，控股了上海大境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同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海外设立了赞比亚分公司、肯尼亚分支机构、GSDC AFRICA.LTD（公司在毛里求斯注册

的全资子公司），EDL-GEN RED COMPANY LIMITTED(公司在老挝的参股公司)大力拓展海外业务，逐

步形成深耕省内市场，确保稳中有升，大力拓展省外和海外的经营体系。 

4、坚持科技支撑与创新驱动发展，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成果转化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梳理整合前期基础研究与完成的技术成果，深挖行业痛点难点，将技术

成果不断集成提升，以便更好的服务于行业发展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开发集成了基于物联网、

云计算的公路隧道施工超前地质预报与预警管理系统。在知识产权方面，申报了专利 15 项，新获

授权专利 13 项（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 

同时，公司以“强化品牌建设与效益，推动科研与成果经营”为指导思想，持续开展科研、

技术与创新成果的经营。申报了《基于计算机视觉的大跨径桥梁标准化检测关键技术》、《贵州地



区磷石膏材料在交通运输工程中的应用技术指南》等纵向或自立科技项目 20 余项，推广了公路边

坡“边坡监测云平台”，推进了科技公司研发的隧道监测设备 COVI、照度亮度监测传感器，WMST-01

型气象站及其实时限速系统等智慧交通产品的全面转化。共获得纵向、横向及生产科研合同金额

1500 余万元。 

5、特殊桥梁健康监测领域取得突破 

公司全资子公司宏信创达中标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平塘至罗甸段平塘特大桥健康监测

项目，实现了公司在特殊桥梁健康监测领域零的突破。同时，宏信创达正在配合贵州高速集团参

与编制旗下所属特殊结构（斜拉桥、悬索桥等）健康监测设计方案，为后续公司在桥梁健康监测

业务领域的扩展打下基础。 

6、继续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布局海外市场 

2019 年 3月 28 日，公司与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地质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发挥其对海外市场，尤其是在亚、非市场开展工程承包的经验、人力资源、施

工机械设备和商务运作等方面优势，积极拓展海外上述工程市场；勘设股份发挥其专业化的公路、

市政、建筑、港口码头等领域项目规划设计与咨询优势，提供技术支持和综合系统解决方案。联

合拓展和深化国内外公路、市政、建筑、港口、码头等工程领域内 PPP、BT、BOT或 EPC 项目等方

面的合作。  

2019 年 05月 09 日，公司与优曼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签订《中东及非洲海外工程市场

合作协议》。凭借优曼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在中东及非洲海外工程项目的开发经验，所属地

社会资源等方面，结合我公司多年积累的优势，双方合作内容包括承接项目、设立公司、商务对

接等。 

  

2019 年 1-6月新承接合同额情况 

 

 

业务类型 
 2019 年 1-6 月  

 金额(万元)  比例 

工程咨询 76073  26.23% 

工程承包 213909  73.77% 

合计 289982 100.00% 

业务行业 
 2019 年 1-6 月  

 金额(万元)  比例 

公路行业 54626  18.84% 

市政行业 68304  23.55% 

建筑行业 166776  57.51% 

水运及其他行业 276  0.10% 

合计 289982  100.00% 

业务分布 
 2019 年 1-6 月  

 金额(万元)  比例 

贵州省内 259698  89.56% 

贵州省外 30284  10.44% 

合计 2899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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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