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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多喜爱                 公告编号：2020-059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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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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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喜爱 股票代码 00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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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莲军 张凯奇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环联路 102 号多喜爱产业园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环联路 102 号多喜爱产业园 

电话 0731-88309077 0731-88309077 

电子信箱 dohiazq@dohia.com dohiazq@doh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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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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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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43,713,205.32 32,770,816,164.57 1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8,806,849.85 427,323,108.35 1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8,959,024.25 438,599,724.08 2.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11,467,192.31 -5,224,752,865.19 1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13 0.46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13 0.46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9% 8.97%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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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86,666,878.51 79,323,965,003.99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40,622,212.12 4,550,012,670.60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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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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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90% 409,856,084 340,444,11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3% 124,629,168 124,629,168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53% 124,629,168 124,629,168   

浙江建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鴻運建築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1% 67,108,013 67,108,013   

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3% 57,626,600 0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4% 46,975,609 46,975,609   

张文 境内自然人 0.11% 1,188,298 8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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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黎斌 境内自然人 0.09% 954,9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浙江建阳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鴻運建築有限公司、浙

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一致行动关系。除上述情况外，本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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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中：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期末持股 57,6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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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疫情防控债) 

20 浙建 Y1 149068.SZ 
2020 年 03 月 23

日 

无固定到

期日 
100,000 5.30%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19 浙建 01 149016.SZ 
2019 年 12 月 23

日 

2024 年 12

月 25 日 
80,000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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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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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2% 92.46%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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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2.01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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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党建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强化企业管

理，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走在全国建筑企业前列，确保“十三五”发展规划圆满收官。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努力克服新

冠疫情、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带来的多重压力下，坚决贯彻落实 ‘两个不变’部署，提出“全年任务不减、目标不

变、标准不降”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三深入、三服务、三满意专项行动，推动落实目标任务。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714,371.32 万元，同比增长 13.34%；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集团“三大市场”（政府市场、

大业主市场、两外市场）开拓成效显现以及对供应链的培育与整合取得预期成效；公司利润总额 69,685.39 万元，同比增长

17%，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带来利润总额增长与公司加强了对费用管控；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80.68

万元，同比增长 16.73%，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增长与加强对费用管控带来的利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参与浙江省重大项目投资建设，掀起“走出去”发展新高潮，大

力培育工程总承包；切实提高自主经营能力，严控经营源头风险。公司扎实推进数字化管控精细化管理，增强企业综合竞争

力，打造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与工程研发创新平台；打造建筑工业化产业与项目精细化管理平台；打造业财一体化支撑平台。

同时，公司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强化企业管理，继续深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大力推进公司的法治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创先争优成果丰硕，品牌形象稳步提升，浙江自然博物园核心馆区等 3 项工程通过鲁班奖初选；香港轩

尼诗项目等 3 项工程完成国家优质工程奖申报；浙江富阳三馆合一项目工程完成詹天佑奖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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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

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

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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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应收账款 27,267,059,947.28 -1,547,574,576.29 25,719,485,370.99 

存货 14,917,356,372.94 -13,616,471,153.65 1,300,885,219.29 

合同资产  14,437,814,989.93 14,437,814,989.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268,906.48 726,230,740.01 750,499,646.49 

预收款项 2,727,575,203.01 -2,707,220,513.40 20,354,689.61 

合同负债  2,407,187,659.80 2,407,187,659.80 

其他非流动负债  300,032,853.60 300,032,8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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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24户，比上年度增加1户，减少2户。 

1、本期公司投资设立浙建集团（卢旺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卢旺达公司），注册资本3800元人民币，公司认缴注

册资本的100.00%，卢旺达公司于2020年1月7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公司对卢旺达公司拥有控制权，自本报告期起纳入

合并范围。 

2、公司之子公司浙江省建工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已完成设立时的经营目标，为进一步优化主业，

降低运营成本，公司将广西公司做注销处置，工商变更登记已于2020年5月18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完成。

广西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公司之子公司舟山市一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一海”）已完成设立时的经营目标，为进一步优化主业，降

低运营成本，根据2019年12月23日签署的《关于舟山市一海置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舟山一海做出售处置。2020

年4月30日出售完成，舟山一海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德法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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