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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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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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总院 60335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毛洪强 黄淼 

电话 0551-65371668 0551-65371668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80号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80号 

电子信箱 acdi@acdi.ah.cn acdi@acdi.a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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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8,313,037.81 2,676,836,181.28 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61,667,586.52 1,803,293,709.86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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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4,549.64 -69,565,614.40 -133.05 

营业收入 829,777,044.86 554,190,859.70 4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46,035,682.78 119,426,515.39 106.01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5,707,472.49 118,061,477.67 108.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87 14.25 减少1.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49 55.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6 0.49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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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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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48.63 157,880,000 157,880,000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一户 

其他 2.50 8,120,000 8,120,000 无   

王吉双 境内自

然人 

0.52 1,700,000 1,700,000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0 1,632,520 0 未知   

徐宏光 境内自

然人 

0.43 1,400,000 1,400,000 无   

吴立人 境内自

然人 

0.43 1,400,000 1,400,000 无   

操太林 境内自

然人 

0.36 1,185,000 1,185,000 无   

杨传永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谢洪新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王耀明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刘新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陈修和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徐启文 境内自

然人 

0.34 1,100,000 1,1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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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0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49.73%，其中：勘察设计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05亿元，同比增长 52.23%；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6.01%；在手订单 25.62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2.23%；新签合同额 9.4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3.01%。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公司“1233”总体战略和“一群、两链”战略路径，不断深化“专业化

分工、平台化运营，一站式服务，定额化管控，单元化核算”运营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持

续加强经营、科技和改革创新力度，公司规模和效益持续增强，业务和技术不断创新，核心竞争

力和品牌不断提升，管理和运营持续稳健规范，各项工作稳中有进。 

1.深入推进“一群两链”战略路径，“两链”业务初有成效 

报告期内，围绕公司“一群两链”战略路径，加快布局勘察设计全产业链业务，取得公路工

程三级总承包施工资质。中标滁宁高速桥梁管理项目及内蒙古奈曼旗市政工程 PPP项目，推进“工

程投资咨询+规划+设计+建造”产业链业务发展，与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安徽交控工

业化建造有限公司。推进“工程健康监测+诊断+设计+修复”产业链业务，完成全省高速路、桥、

隧基本信息和定巡检数据的采集、录入，完成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望东长江大桥健康监测系统

的远程调试。 

2. 资质拓展不断突破 

报告期内，成功获取城乡规划编制甲级资质，公路工程三级总承包施工资质，为业务跨界和

一体化业务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3.积极布局外部市场，领域不断延伸和多元化 



在省外，成立西南分公司、深圳分公司、青岛分公司，拓展业务辐射半径；在省内，围绕“在

存量里找增量”, 成立阜阳分院，进一步巩固省内市场。报告期内，传统咨询研发、勘察设计、

检测等业务勘察设计类业务在省外市场不断拓展，中标以湖北高速公路工可阶段技术咨询、赣州

综合货运码头工可研究，珠海市古元大道咨询及勘察设计、乐山渡改桥项目勘察设计、京杭运河

大清河航道、天津至石家庄国家高速公路津冀界至保石界段第三方试验检测等为代表的一批重点

项目。 

海外市场积极稳妥“走出去”。 报告期内，接连中标商务部援外工程项目，先后取得马达加

斯加、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坦桑尼亚等地设计咨询项目，其中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供水项目是“水

业务”首次进军国际市场。 

新型跨界业务上，在文化旅游、景观、电力、水利等领域拓展突破，监理业务进军水业务，

承接引江济淮工程水利工程监理项目；勘察设计继续拓展文化旅游和环境景观市场，取得了庐江

县周瑜广场景观改造设计，在电力业务领域，承接华南城变电站电力管廊设计。 

4.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加大科研投入，上半年研发支出 1,869.68 万元，同比增长 43.03%。 

加强了新技术、新理念推广落实。推进钢板组合梁结构、装配式涵洞、通道及桩板式路基等

先进工业化建造技术在重点项目应用。推进结构建模、构件表单信息化、施工一体化技术、倾斜

摄影测量模型等 BIM 技术在交通部 BIM示范项目合枞路施工图中深入应用，同步深入推进各典型

项目 BIM 技术应用。依托岳武东延高速项目，推进绿色设计理念的体系成果落实，全面推进在手

项目绿色设计理念全面贯彻。对波形梁护栏防腐、UHPC砼应用、地铁大型基坑桩锚支护、钢板组

合梁+钢管混凝土格构墩等新材料和技术加强推广应用。 

积极开展科研和标准编制。开展《全装配化钢板组合梁桥综合技术研究》、《静力触探在公路

桥涵地基基础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引江济淮工程巢湖口门航道布设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研究

以及《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技术指南》、《PPRC预制高强混凝土劲性体技术标准》等多个国标、

行标、地标的编制报审工作。 

报告期内，共获得专利 14项，其中发明专利 1项。 

5.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报告期内，引进各类急需人才 13人，采取各类多元招聘 17次，录取超过 100余人。同时加

强人才政策奖励 ，共 22 人次成功申报各类人才奖励，其中国务院特殊津贴、省政府特殊津贴、

省五一劳动奖章各 1人。 

6.产品质量、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品牌资信不断增强 

报告期内，通过持续完善《设计控制参数表单》等质量文件，定期编制《设计质量通病清单》、

《项目异常点公示表》等举措持续强化质量管控，加强对行业政策及市场新理念和要求宣贯，组

织质量专题会及时宣贯。持续开展设计标准化、标准更新、规范宣贯和技术质量培训，严把质量

关，打造“精品工程”。芜湖长江二桥继马鞍山长江公路大桥后再次获得国际桥梁大会乔治·理查

德森奖。 

报告期内，加强了外媒宣传，以重点项目获奖加强品牌推广。利用公司微信订阅号和大屏，

推送宣传公司技术品牌和企业文化。积极参加世界交通大会，展示公司工业化建造创新技术，成

功主办首届桥梁工程创新技术交流大会暨工业化建造示范项目观摩会，组织申报第四届安徽省政

府质量奖，并入围前 50 名，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荣获 2017 年度“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优秀企

业”、第五届省属企业文明单位称号，荣获合肥市高新区“突出贡献奖”、“上市贡献奖”。 

7.公司治理和内控不断完善、规范 

报告期内，根据证监会、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最新监管规定、指引和要求，结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进一步修订完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

以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董监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办法等公司治理内控制度。同时，结



合外部市场需求和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启动对公司体系文件进行了全面系统修订完善，提高风险

防控能力和规范运作能力。基于卓越绩效管理，配套新的业务运营架构和方式，细化了业务运营

平台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整合完善了生产经营制度。进一步完善了成立相关协调机构，统筹推

进党的建设、企业文化、意识形态、战略宣传、综合考核等工作。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定期召开

安委会，规范安全生产流程，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举办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无安全事故

发生。 

8.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强化效能和重点事项督办，及时调整资源配置。加强对重点项目每周调度，责任

到人，进行节点和质量双控制；经营目标上，强化对业务平台、子公司目标定期追踪评价；推进

检测板块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产能和经营质量提升效果显现。启动了“数字化设计院 2025”项

目建设。 

9.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委自身建设，强化组织中心组学习和专题研讨。二是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聚焦学懂弄通做实，通过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形式，掀起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潮，加强“四个同步”建设，完善各类协调机构。

制定年度党建纪检工作要点，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签订责任书，全面安排部署党建工作。三是扎

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廉洁教育“双进”活动，组织人员参观廉政基地、观看廉政教育片，

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开展“劝廉家书”征集。通过专项巡察督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开展“讲严立”专题警示教育，深入学习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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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