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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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徐平 因公出差 张焰 

董事 李安 因公出差 周文波 

独立董事 李永盛 因公出差 周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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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股份 6008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军 单瑛琨 

电话 021-65419590 021-65419590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上海市宛平南路1099号 

电子信箱 600820@stec.net 600820@ste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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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15,592,335.40 67,919,653,818.56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443,718,586.53 19,055,726,508.88 2.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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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89,887,871.70 160,296,280.63 -1,403.77 

营业收入 14,080,144,286.31 11,998,986,567.40 1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38,365,233.19 763,612,512.06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94,679,688.65 700,127,104.91 1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37 4.26 增加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7 0.24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27 0.24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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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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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49 958,716,588   无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6 413,883,943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0 154,058,785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4 26,557,599   未知   

张森 境内自然

人 

0.47 14,906,713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0 9,311,542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25 7,762,0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

上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7,115,800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其他 0.21 6,607,70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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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19 6,004,5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均为上海市国资委，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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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 隧道 01 143640 

2018 年 5 

月 14 日 

2021 年 5 

月 14 日 
5 4.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0.71 70.4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26 4.2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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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对内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对外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

下，总体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 6.8%，其中，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3%。基建领域去杠杆与强监管持续推进，财政约束显著增强，投资区域

分化加剧。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日趋严峻的市场环境，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扎实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上半年，公司各类新签合同订单 244.9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4%，其中设计业务增长

57.62%，施工业务中的道路工程项目增长也较为明显，增幅为 27.95%。 

投资项目方面，尽管 PPP 领域清理整顿不断深入，公司仍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抢

抓市场机会。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类项目中标总金额为 31.08亿元，进度总体可控。 

工程建设方面。超大直径隧道工程取得突破，国内最大直径盾构法隧道——武汉三阳路隧道

工程攻克世界难题，顺利实现双线贯通。杭州文一路隧道西段隧道南线、东段隧道北线实现贯通。

轨道交通项目陆续进入施工高峰期。上海市内，轨交 14 号线、15 号线中心城区深基坑工程施工

风险和工期节点良好受控。上海市外，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南京地铁 5号线、昆明轨交 2 号线

等一批重点工程均已实现全面开工建设。福州、南通、郑州、宁波等地的轨交、隧桥、公路等项

目建设也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旗下上海隧道对原有企业规程开

展修编工作，目前已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修编初稿，并发布使用《超大直径盾构法隧道操作规程》，

规范大盾构施工过程相关控制标准。此外，还全面执行“风险清单”及“险长制”管理制度，制

定风险管控预案，对风险做到预先控制、过程管控、实行有效的应急保障。上半年公司未发生重

大工程质量问题及工程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科技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成效显著，“预应力自补偿支撑系统”、“清水混凝土

施工工艺”等一批新工艺技术不断在工程建设中得到推广应用。此外，盾构管控中心建设有效推

进，已基本实现盾构管控目标, 并积极开展咨询服务、市场开拓和智能化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融资工作取得进展。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已经成功发行 5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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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张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