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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78                 证券简称:新城市               公告编号:2019-015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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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无   

声明： 

无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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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市 股票代码 3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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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靖宇 刘欢欢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 10 楼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 10 楼 

电话 86-755-33283211 86-755-33283211 

电子信箱 nlt@163.net nlt@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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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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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1,868,069.39 226,722,106.10 1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604,609.23 45,943,283.40 2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52,162,707.40 42,053,859.40 24.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419,305.16 -19,909,510.58 10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1 0.77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1 0.77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6% 18.26% -5.10%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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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832,819.81 566,448,418.68 9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66,364,207.95 329,102,711.95 163.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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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思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20% 31,357,680 31,357,680   

深圳市远望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0% 16,878,480 16,878,480   

深圳市远方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70% 11,763,840 11,763,840   

胡尊博 境内自然人 0.40% 322,300 0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0.12% 95,600 0   

杨鹏 境内自然人 0.12% 93,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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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洛 境内自然人 0.10% 79,600 0   

陈柯达 境内自然人 0.09% 72,000 0   

王国君 境内自然人 0.08% 60,440 0   

冼文忠 境内自然人 0.07% 57,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陈盛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5,100股，合计持有 5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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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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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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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1、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秉承“卓越创意、优异成果、务实服务”的经营理念，通过在人才、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的

持续投入，推动公司业务优化升级，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技术领先、全国一流的“建设领域系统化全程解决平台”，为实

现公司可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 

2019 年上半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发展，经营业绩保持平稳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186.81万元，比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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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11.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60.46万元，同比增长25.38%；营业总成本18,039.82万元，较同期增长

9.89%。 

2、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的经营目标开展各项重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

营成果。 

（1）登陆资本市场，踏上全新征程 

 2019年5月10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47,965.69

万元，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经营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综合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为公司打造创意+科技+服务为一体的“城市建设领域全程解决平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坚持市场开拓，搭建设计网络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综合类业务的增长，公司将进一步发挥“多规合一”的技术优势，为地区建设提供整

体设计管理服务，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全过程咨询和全流程管控等新型业务上进行积极的尝试和拓展；其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设计平台建设项目”的逐步开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公司将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布

局，在重点城市设立分公司，持续扩大业务辐射范围，上半年公司已在山东省成立区域分公司，下一步将逐步在江西、浙江、

湖北等地加快部署分公司的建设，实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西南、西北、东北地区等全国布局，实现公司可持续发

展，提升品牌影响力。 

（3）深化协同效应，助力主业发展 

随着国家城镇群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新构建、智慧城市技术的变革创新，行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

机遇和新市场。 

2019年6月，公司与广东国地规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伙伴合作框架协议，依托综合技术平台优势，应用创新技

术手段，双方将在地理测绘、国土规划、信息系统开发集成等方面的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实现强强联合，共同开拓国土空间

规划、智慧城市建设等全新市场领域。 

2019年6月，公司与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将根据各自业务发展进行优势互补，助力双方

人才培育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为建筑防震安全、保护人民财产通力合作、携手并进。 

2019年上半年公司内部组建国土空间规划攻坚团队，多次组织行业内国土空间规划技术研讨会，积极拓展广东省内及全

国各省、市、县的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同时提前布局“十四五”的相关业务发展。 

（4）响应市场需求，持续技术研发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技术与智力密集型行业，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研发能力是公司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公司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上半年，公司获得国家工程咨询甲级资信评价资质认定，延续获得深圳市文化创意百强企业

认定、深圳市新兴业态文化创意产业认定，公司成为广东省标准《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标准参编单位，同时参与

《矿物发泡温拌再生混凝土施工技术》标准编写。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9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869.91万元，

比去年同期680.40万元增加189.50万元，同比增长27.85%。公司在着力提升市场份额的同时，不忘紧贴行业理论前沿和注重

规划相关领域的科技实践。公司新增“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商业网点布局优化技术”、“智慧城市规划仿真模拟系统—城市更新

自动化测算系统”、“龙岗区智慧水务感知技术方案研究”等8项研发项目。提高了公司在业界的知名度以及在下游行业的口

碑，为公司的业务规模的增加以及盈利能力的增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 

公司致力于规划设计行业的发展，优秀的设计人才是行业内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开拓业务最重要的保障。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员工本科以上学历600余人，中、高级职称及注册工程师共计200余人。2019年至今，公司新增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1人、城乡规划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城市规划学刊》编委1人、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委

员2人、深圳市科技专家委员会专家库专家6人，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智能杆专家库专家6人、惠州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会专家1人。同时公司参与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深圳特区土木40年》编写，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专业技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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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团队稳定，未来3至5年，公司将推行“30人计划”重点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建立一支稳定的高层次专家队伍；继续

完善员工招聘、考核、录用、选拔、奖惩、培训、竞争上岗制度，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并通过加强岗位和技能培训，不断

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继续加强与国内高校的合作，组织各类专业培训，为公司培养适格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6）夯实内部治理，重视企业文化 

公司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公司内部各项管理水平，不断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增强规范

运作意识和责任意识，持续加强内控水平。截止2019年上半年，公司现有正式党员162人，当前正在原有公司党总支部的基

础上拟升格为党委，下设四个党支部。积极发展新党员作好党建工作，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时公

司一直注重培养员工的社会责任感，长期坚持组织员工参与社区义工服务，定期看望帮扶社会福利院，报告期内组织了“一

对一”精准帮扶凉山彝族自治州裕民小学贫困学生等活动。 

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体力量，公司员工是企业保持竞争力和持续领先的重要因素，公司关注员工的工作业绩，

也重视员工的幸福感与归属感，在致力于发展主营业务同时，公司始终秉承着“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的核心价

值观，倡导“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团结奋斗”企业理念。每季度面向集团范围开展企业文化的培训及员工分享，

并积极组织各类健康运动及赛事、读书思考、影视分享、学习传统文化等活动，为员工营造正向、健康、有爱的工作氛围,

为员工的健康成长、公司业务的蓬勃发展创造必要的组织氛围与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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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陆续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等多项会计准

则，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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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业，自2018

年1月1日起实施；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修

订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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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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