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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9-67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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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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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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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化岩土 股票代码 00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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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鹏 胡坤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科苑路 13 号院 1 号楼 北京市大兴区科苑路 13 号院 1 号楼 

电话 010-6127 1947 010-6127 1947 

电子信箱 cge@cge.com.cn cge@cge.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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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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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407,938.86 1,430,687,211.11 2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2,462,372.04 98,900,886.02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94,886,647.31 94,245,322.99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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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144,481.01 -40,077,810.17 6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2.75%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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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2,488,564.88 8,501,493,542.78 -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49,019,812.33 3,874,625,349.37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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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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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9% 528,632,766 0 质押 226,556,889 

吴延炜 境内自然人 19.68% 356,485,307 356,485,295 质押 94,109,999 

刘忠池 境内自然人 4.78% 86,551,191 86,551,178 质押 84,909,495 

宋伟民 境内自然人 4.64% 84,052,982 84,052,966 质押 76,480,056 

梁富华 境内自然人 1.93% 34,931,260 34,931,250 质押 32,456,260 

王亚凌 境内自然人 1.49% 27,000,000 0   

王锡良 境内自然人 1.42% 25,795,000 0   

王秀格 境内自然人 1.12% 20,244,700 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1.01% 18,216,779 18,216,779 质押 18,216,700 

杨远红 境内自然人 0.98% 17,718,750 17,718,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吴延炜、刘忠池、宋伟民、梁富华、王健为公司董事，成都兴城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的国有企业，公司

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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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成都兴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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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1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1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9 年 03 月 19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 年 03 月 21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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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岩土转债 128037 2024年 03月 15日 60,366 

第一年 0.3%，第二年 0.5%，

第三年 1.0%，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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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 54.2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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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 5.22 -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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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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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公司积极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行业走势和市场动向，重视分析市场情况和完善经营策略，重点推进资

源整合与优化，努力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公司管理层围绕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发展方向，以工程

服务为主业，稳步发展通用航空业务。 

工程服务业务方面，公司依托集勘察、设计咨询、工程施工、工程管理、工程检测监测及设备研发为

一体的业务体系，拥有强夯与软基地基处理、基坑支护、地下连续墙、盾构隧道、机场场道、市政工程等

先进工艺，业务涵盖化工、能源、机场场道、市政基础、地铁隧道、港口航道、铁路、公路、场地形成等

领域，为国内领先的岩土工程和地下空间综合服务提供商。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场道中标并签订东西城市轴线（成渝高速公路收费站-龙泉驿区界）工

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项目估算建安费为人民币26亿元，项目顺利实施后，有利于拓展公

司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市场，完善公司京津冀、华东、西北、西南以及海外区域板块的发展格局，保

证工程主业持续稳定增长。 

通用航空业务方面，公司凭借历年承建机场场道工程项目建设经验优势和专业人才储备，借助通用航

空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稳步发展通航机场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多个国内民航和通用机场建

设、咨询业务，投资建设的安吉通用机场运营管理不断完善，配套项目飞行驾照培训中心的建设施工正常

进行中。公司已成为通航机场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全业务型企业。 

公司在保证主业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延伸产业布局，以文化产业为基础和核心切入点，开展以工程

为主导的文旅特色小镇、主题园区、通用航空小镇等项目的策划、规划、设计、开发建设；投资业务涉及

文化传媒、电子芯片科技、互联网金融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5,940.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98%，实现利润总额12,253.9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46.2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0%。公司整体业

务发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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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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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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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梁富华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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