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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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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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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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科技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14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守生

孙政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70 号

电话

0551-63626000

0551-63626768

电子信箱

luoshousheng@chinaecec.com

sunzheng@chinae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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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46,775,893.89

744,042,758.65

13.81%

67,177,148.54

58,772,825.53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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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6,415,739.23

58,230,940.74

14.06%

212,860,408.76

192,989,995.86

1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06

0.1318

1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06

0.1318

1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4%

2.93%

0.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6,709,910,752.87

5,846,099,171.38

1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4,292,592.74

2,039,922,776.0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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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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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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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

260,154,934

0

3.10%

13,839,23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7,661,700

0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0.72%

3,192,334

0

王跃春

境内自然人

0.52%

2,332,972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0.46%

2,061,309

0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0.38%

1,712,335

0 质押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35%

1,577,001

0

吴光美

境内自然人

0.33%

1,473,950

1,105,462

葛亮

境内自然人

0.31%

1,388,200

0

国有法人

数量

1,712,335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有限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股东吴光
说明
美因担任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而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王跃春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2332972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332972 股。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葛亮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13882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 0
（如有）
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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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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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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2017年上半年，国家化工、石化行业经济总体较好，收入和利润等主要指标超出预期。同时也出现市
场剧烈波动、投资动力不足、化工市场进出口压力较大、单位成本回升较快等新情况和新问题。由于上半
年行业运行的主要指标增速逐月收窄，尤其是固定投资的持续波动甚至下降，可能造成行业发展的后继乏
力。
在新形势下，公司以全面预算管理为基础，强化项目全成本控制，以机制和技术创新为动力，促进企
业转型升级，较好地完成上半年各项工作计划。
（1）经营工作方面
公司持续完善国内外市场分片区管理制度，继续推进生产经营一体化，进一步落实经营责任制。公司
按季度召开经营成果发布会，总结经验，分析问题，确保实现国内、海外和环境、PPP业务各分项经营目
标。
2017年1-6月份，公司累计签约工程合同额17.30亿元（含与PPP项目公司的签约），全部为国内工程
项目，涉及煤化工、石化、化工、环境市政园林、建筑等多个领域。与2016年同期相比下降16.43%，其中：
签约工程总承包合同16.47亿元，同比下降15.15%，签约咨询、设计合同0.83亿元，同比下降35.66%。签约
或中标（预）PPP项目合同42.38亿元（含联合体，暂定），按在项目公司或联合体占比折合合同额为14.15
亿元。总体上看，由于国内化工行业尚处于企稳回暖期，公司项目相对集中在前期咨询、设计阶段，大中
型设计、总承包项目较少。但公司获取的有效经营信息不断增多，经营前景符合预期。同时，PPP业务步
入正轨，经营业绩良好。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继续稳固乙二醇建设市场。目前，国内乙二醇产品生产存在多条技术路线。公司依托技术优势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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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加大对重点项目的跟踪和培育，相继签约了新疆天业、内蒙古蒙东、河北金牛、新疆绿原、神华榆
林等乙二醇项目的设计、咨询合同，为后续经营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大力拓展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目前，化工行业呈现结构性产能过剩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的局面。
公司紧盯合成材料、精细化学品、特色专用化学品等业务市场，先后承揽了营口聚碳酸酯、宜宾天原氯化
法钛白等设计、咨询项目。
重视打造环境市政业务板块，持续关注化工、市政及园区等环保工程业务。上半年，公司形成了煤炭
清洁利用、尾气回收、脱硫、污水处理、危（固）废治理等领域的工程总承包、设计咨询合同，尤其是危
（固）废治理业务市场得到了巩固。加大对PPP项目的承揽力度，加强对项目市场的分析和对合作方的选
择，通过强强联合，先后签约或中标（预）了惠水涟江河道治理、阜阳市城区水系综合治理等大中型PPP
项目。
加大海外经营投入。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强海外分片区开展经营工作，将海外市场划分为北非、东南
亚、中东等六大片区，形成了分管领导——营销总监——营销人员的三级营销体系。目前，公司正在跟踪
并参与了多个项目的投标工作。但国外项目培育周期较长，不确定性较大，上半年未形成有效合同签约。
（2）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677.59万元，同比增长13.81%，主要原因是公司承建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等总承包项目进展正常，按完工进度
确认的收入同比增加，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营业成本71,307.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1%，
毛利率15.79%，同比降低5.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化工行业整体投资规模没有明显改善，工程建设及设
计等相关服务市场竞争仍旧激烈，作为公司主要收入来源的化工行业设计、总承包项目整体毛利率有所下
降。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研发投入同比有所增长，主要系公司进一步加
大了研发工作力度，增加了研发方面的投入。经营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
加大了清欠工作力度，收回了部分项目欠款和投标保证金。
（3）下半年经营形势分析
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行业生产、价格走势以及结构调整等综合因素预测，2017年下半年，石油和
化工行业经济运行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需多措并举强基础、补短板、促升级。中国石油和化
工联合会提出，当前行业供给侧改革依然紧迫，将抓好去产能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提升全行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工作。因此，下半年行业经济形势将充
满不确定因素，机遇与挑战并存，机会与风险同在。
公司将积极应对，全面落实经营目标责任制和项目经理负责制，切实做好计划管理和内部控制工作，
力争实现年度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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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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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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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相比，报告期内本公司财务报告合并范围增加了 1 家公司，即在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投资设
立的控股子公司瓮安东华星景生态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元人民币。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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