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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820                                               公司简称：隧道股份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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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丽霞 

电话 021-65419590 021-65419590 

传真 021-65419227 021-65419227 

电子信箱 600820@stec.net 600820@stec.net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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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2,217,701.75 58,814,439,540.10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67,488,917.41 15,639,188,313.57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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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366,045.76 937,997,439.84 -19.79 

营业收入 10,282,508,887.81 9,877,941,354.26 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334,028.99 625,413,456.10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7,333,973.08 534,903,717.38 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5.37 减少1.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1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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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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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6 1,366,449,080   未知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9 232,312,251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2 50,870,398   未知   

高雅萍 境内自然

人 

0.61 19,315,964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16,999,874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1 12,903,39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39 12,309,285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

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4 7,665,190   未知   

张元波 境内自然

人 

0.22 7,072,571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融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6,854,5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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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新增工程总量较往年增速

下滑；同时，随着建筑业增长形势趋缓以及市场结构的集中化趋势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行

业生存环境紧张的环境下，公司根据既定的战略规划和经营方针，凭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

合服务商的业务能力保持了稳健的发展趋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102.83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6.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3%。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5.6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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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一) 公司投资业务方面： 

2015 年上半年公司未增加新投资项目，主要受 PPP 模式大力推行影响，公司前期跟踪的部分

项目受政策调整影响推进进度放缓。 

截至目前，公司投资总量约 526 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建投资项目约 181 亿元，进入回购期及

运营期的项目约 345 亿元。报告期内，南昌朝阳大桥工程主桥完成贯通顺利通车；淮安有轨电车

一期工程也已将近尾声；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 BOT 项目前处于前期准备工作阶段；其他各在建项

目各分部施工情况稳定，合同执行情况良好。此外，包括南京机场线 BT 项目以及昆明南连接线

BOT 项目等回购及运营情况均表现良好。 

同时，为适应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融资平台压缩等不利因素，公司继续围绕做“建

设领域的金融专家、金融领域的建设专家”的战略定位，积极研究探索新的融资模式，多方接洽

金融机构，灵活设计融资方案，拓宽融资渠道，确保长期资金的稳定投入的同时努力降低融资成

本，为公司后续融资工作创新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二) 施工业务方面： 

公司依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发展愿景，开启全产业链模式发展的同时积极

整合内部资源，发挥专业公司在专业领域的突出作用，实现产业链的联动发展。报告期内，公司

施工项目中标合同累计金额约 162.4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25%。2015 年上半年度施工业务具

体分类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亿元 

业务分类 
2015 半年度中标合

同量情况 

2015 半年度各分类

业务占比(%) 
上年同期增减（%） 

施工业务 162.48 100.00 3.25 

地下业务 88.62 54.54 18.58 

地上业务 73.86 45.46 -10.61 

上海市市内业务 89.06 54.82 243.09 

上海市市外业务 73.42 45.18 -44.13 

 

2015 年上半年，在市场业务增量有限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开发区域市场，在浙江、江苏、

南昌、郑州等区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并在传统业务增速趋缓的形势下，大力发展有轨电车、机

场交通枢纽综合体等新兴业务。此外，公司旗下城建国际在澳门地区中标多个地基开挖以及地下

空间开发项目。加上旗下市政集团及路桥集团两大专业公司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道路桥梁等

专业领域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保证了公司订单合同量稳步增长。 

地铁及市政业务方面，公司继续加强项目管理，严格管控风险，确保各项目顺利进行。越江

隧道及大型隧道方面，中标了诸光路通道新建工程，各子合同累计金额约 12.57 亿元；去年中标

的上海北横通道新建工程，已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各施工段有序建设中。轨道交通方面，公司中

标了多个区间标段，包括 10 号线二期 1 标、13 号线二期以及宁波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等，其他

在建的各区间隧道均有序建设中。 

公路及桥梁业务作为公司旗下路桥集团及城建市政的主营板块，紧抓公司转型发展契机，不

断强化专业能力，夯实管理水平，提升竞争优势。以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导向，深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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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改革发展，深化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机制，寻求多元化经营模式的同时，巩固优势

地域核心领域，大力拓展经营业务。报告期内，取得了浦东机场飞行区下穿通道工程、黄浦江上

游水源地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 

燃气业务方面，公司旗下两家专业管线公司及一家燃气设计院上半年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在

巩固上海市传统市场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开拓市外业务，努力提高市场份额。通过产

业链的两端延伸，凭借燃气总承包的业务能力在市内外投标上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在公司区域布

局的带动下，上半年对燃气板块进行了区域市场整合和划分，确立了见着、皖鲁、闽晋赣和广东

四大区域市场，通过进一步深入标准化管理，加强重点项目的跟踪和经营，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 

三) 设计业务方面： 

在依托上市公司 “设计引领”的经营要求下，公司旗下城建院及相关设计院作为公司产业链的

前沿单位，以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导向，在项目前期筹备过程中，积极探索适合

城市发展的设计方案为业主出谋划策；同时，为公司后期项目投资及施工提供帮助。报告期内，

公司设计业务中标合同量约为 5.26 亿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0,282,508,887.81 9,877,941,354.26 4.10 

营业成本 8,929,527,420.93 8,596,455,401.98 3.87 

销售费用 7,333,737.10 12,913,028.59 -43.21 

管理费用 568,036,230.10 472,769,532.13 20.15 

财务费用 392,250,878.67 463,485,052.94 -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2,366,045.76 937,997,439.84 -19.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4,708,805.77 -3,197,716,848.56 64.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723,927.29 2,825,292,168.64 -61.47 

研发支出 159,153,931.63 246,766,640.57 -35.5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施工业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施工业收入增加，相应的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同期发生了大额修理费，本年无修理费；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费用的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去年同期计提可转债利息；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下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下降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科研费用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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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 

(1)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企业发展目标，秉承“投资带

动、设计引领”全产业链联动发展的经营方针，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注重区域市场的维护和

开发；深化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102.8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6.3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3%。2015 年下

半年，公司将牢牢抓住市场机遇，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要求，确保实现全年经营目标。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1)施工业 9,265,782,411.29 8,267,692,375.10 10.77 3.29 4.00 减少 0.52 个百分点 

(2)房地产业 
11,581,959.64 11,188,686.16 3.40 12.71 7.25 

增加 4.93 个百分

点 

(3)运营业务 
183,812,250.35 104,805,402.39 42.98 13.74 -11.03 

增加 15.87 个百分

点 

(4)设计服务 
472,491,397.38 279,663,361.52 40.81 -9.25 -17.86 

增加 6.21 个百分

点 

(5)材料销售 
140,737,825.24 124,484,253.32 11.55 67.00 80.03 

减少 6.40 个百分

点 

(6)租赁及其

他业务 
35,543,205.51 31,234,236.32 12.12 446.45 917.04 

减少 40.66 个百分

点 

(7)机械加工

及制造 
119,420,427.08 100,053,811.61 16.22 45.08 32.64 

增加 7.86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上海 4,706,936,718.90 -9.84 

浙江 435,981,833.70 -47.89 

福建 53,132,176.79 118.10 

广东 187,474,815.80 -52.50 

江苏 1,897,816,354.00 30.62 

安徽 161,254,824.40 427.35 

河南 244,085,090.00 -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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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723,632,893.68 上年无该地区业务 

湖北 270,000,952.60 69.37 

江西 503,538,056.30 89.19 

云南 96,333,089.36 -58.52 

四川 40,785,862.81 -58.47 

北京 15,287,632.87 -69.22 

山东 14,474,044.63 -76.67 

天津 70,567,695.27 290.16 

中国香港 78,007,899.40 56.63 

新加坡 472,479,834.60 37.68 

其他地区 257,579,701.81 1831.50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2015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为目标，不断完善全产业链联动

发展模型，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同时，充分发挥资产协同效应，优化资源配置，以市场化、专业

化、规模化为导向，提升公司业务专业水平；面对市场环境多重不利因素，牢牢把握市场机遇，

展示企业活力及创新力，发挥企业综合竞争实力，从而维系市场占有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夯实企业基础管理，提升企业科技含量，配合公司改革，提高科技投

入对企业进步的推进效率。建立了公司科技创新管理平台，实现科技创新相关业务的流程化和信

息化集约管控，同时提高了公司科技力量的资源配置与组织协调的综合水平。 

2015 年上半年，公司所属工程项目获得数项国家级省市级质量奖项，荣获多项“中国市政金杯示

范工程”、“全国 QC 质量成果奖”及“科技进步奖”，同时获授权多项专利。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公司在对所参与的公众收费的经营性 BOT 项目会计处理时，在会计核算上将其拥有的运营权

计入“无形资产”，同时在无形资产摊销时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按照直线法折旧/摊销，是假定

资产在每一期的损耗相同，而实际上高速公路损耗较慢，营运期较长，路面资产的使用并不均衡。

这种折旧方式会造成运营公司的收入与成本不匹配，在经营期限内收益波动比较大，不能公允、

恰当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高速公路的损耗主要来源于车辆荷载对路面、路基

的挤压强度与挤压频率，属于典型的使用损耗，损耗程度与车流量大小成正相关；从会计核算的

基本原则来看，高速公路收益的获取为车辆通行费，而通行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路网的完善和

车流量的不断增长而在营运期内呈现为曲线上升的态势。因此，该类资产更适用车流量法摊销。

该摊销方式的具体优点在于：一是提取的折旧费与其所承担的负荷成正相关关系，能更加客观反

映资产使用期间的收入与成本摊销的配比状况，遵循了企业财务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和相关性原

则，每年的经营收益波动较小。二是采用车流量法，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稳定，股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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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早地获得回报，提前收回投资，实现资产效益最大化。经公司研究，认为采用车流量法摊销

经营性公路类长期资产，更能体现该类资产特点，真实反映资产运营情况。公司从 2015 年 1月 1

日起将公路运营资产原采用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从直线法变更为车流量法，该项会计估计变更，

采用未来使用法核算，对公司 2014 年以前会计报表无影响。该事项经公司 2015 年 4 月 9 日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报告期内公司受影响项目如下： 

单位：元 

 直线法摊销金

额 

车流量法摊销

金额 

影响无形资产（正

数表示增加） 

影响营业成本（正数

表示增加） 

影响净利润（正数表

示增加） 

嘉浏

公司 
21,886,289.10 20,178,128.05 +1,708,161.05 -1,708,161.05 +1,281,120.79 

杭州

建元 
77,885,347.90 9,999,087.54 +67,886,260.36 -67,886,260.36 +67,886,260.36 

 

 

4.2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附注中“八、合并范围

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张焰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 年 8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