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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117                                                  公司简称：中国化学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正版)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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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中除户海印董事和李海泉董事之外的其他董事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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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独立董事户海印、李海泉在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表决中投出反对票，未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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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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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 6011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耀君 洪玮 

电话 010-59765697 010-5976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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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010-59765659 010-59765659 

电子信箱 zhouyj@cncec.com.cn hongw@cncec.com.cn 

 

1.6 经董事会审议的 2015 年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49.33 亿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87 元（含税）

现金股息，共派发现金股利 429,171,000.00 元，拟分配的现金股息总额占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之比为 15.1%。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经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主要涉及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工程施工建设及工程监理、投资、金

融等板块。作为工程公司，我们通过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服务，最终交付技术先进、工艺复杂、

投资庞大的现代化工厂。业务涵盖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开车及运营维护等全产

业链服务，各项业务既独立发展，又互为支撑，成为实施重大工业项目一体化工程服务的有机整

体。  当前，公司“工程主业”涵盖了工程项目的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的编制，项目设

计 E（工艺包设计、基础设计/初步设计、详细设计/施工图设计、竣工图设计等）、设备材料采购

P、工程施工 C、开车指导，以及 EPC、EP、PC、EPCC、BT、BOT 类，PMC、E+PMC、EPCm、工程

监理、岩土工程、地基处理（强夯）、超限设备运输、大件吊装等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业务。 

业务范围涵盖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工程和境外工程的承包；化工、石油化工、医药、电力、

煤炭工业工程的承包，相关工程及工艺技术研发、勘察、设计及服务、监理、投资和项目管理等。

公司所属企业拥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工程设计甲级，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等资质，拥有一大

批具有国内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专利技术及专有技术、施工工法等。公司所属各企业根据自身业

务特点，分别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适应各种项目运作特点的组织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体系。公司

自 1995 年以来连续被《工程新闻记录》（ENR）评为全球最大的 225 家承包商之一，2015 年度名

列第 29 位。   

（一）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说明   

1.工程承包业务:本公司工程承包板块包括了工程总承包、工程承包、施工总承包及施工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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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是公司核心业务。公司工程承包涵盖化工、电力、建筑、环保、市政等领域。其中，化

工、煤化工项目为我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尤其在煤化工领域，公司在工程技术和业绩方面居世界

第一，也是国内目前资质最齐全、技术实力最强、项目管理水平最高的工程公司。截至 2015 年底，

股份公司共有未完工工程承包项目数量 964 个，未完工工程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 978.22 亿元，未

完工项目主要风险暂未掌握。   

2.勘察、设计及咨询服务:公司勘察、设计及咨询服务包括 PMC、工程勘察、工程勘察及技术

咨询等业务。公司在工程项目管理及技术咨询上，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内顶级专家团队，能够为

项目业主提供项目全流程专业服务。截至 2015 年底，股份公司共有未完工勘察、设计及咨询服务

项目数量 535 个，未完工项目合同总金额 39.23 亿元。   

（二）主要业务行业情况说明        

国内化学工程在“十三五”期间整体处于放缓趋势，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转型到质量效益型。

煤化工、传统化工、炼化产业领域的主要机会是提质升级、节能环保改造、产能转移和少量新项

目，天然气、精细化工领域或将有较大的市场机会。“十三五”期间预计化学工业的年均增速约为

6%，石油化工年均增速约为 7%，精细化工年均增速约为 8%。国外化学工程的市场机会仍然集中

在传统化工、炼化产业，部分国家和地区煤化工市场可能显现机会，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东、重压等区域。预计“十三五”期间国际石油和化学工业年均增速约为 5.8%。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81,746,419,249.51 81,400,323,074.60 0.43 71,452,548,963.19 

营业收入 63,532,339,745.92 69,255,686,472.96 -8.26 61,727,690,08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41,788,885.78 3,166,047,962.94 -10.24 3,356,995,40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40,521,414.20 3,350,240,887.92 -18.2 3,284,308,3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6,140,058,093.69 23,648,216,829.58 10.54 21,031,082,2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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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03,176,556.65 1,481,582,541.23 28.46 2,068,539,839.21 

期末总股本 4,933,000,000.00 4,933,000,000.00   4,933,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8 0.64 -9.38 0.6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8 0.64 -9.38 0.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45 14.13 减少2.62

个百分点 

17.25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509,345,049.42 15,513,733,245.76 13,717,144,944.56 18,792,116,50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32,383,873.23 601,306,553.87 749,106,199.13 958,992,25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517,663,801.82 589,689,529.52 706,501,666.45 926,666,41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64,526,613.02 1,048,989,119.84 249,274,788.52 2,369,439,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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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0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4,66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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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

公司 

-52,798,100 3,187,935,800 64.62 0 无 0  国有

法人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143,068,000 2.90 0 未知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03,161,928 103,161,928 2.09 0 未知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57,931,900 57,931,900 1.17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6,510,000 20,747,457 0.42 0 未知 0  国有

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新丝路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550,000 20,550,000 0.42 0 未知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

银行－易方达中证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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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工银瑞信基金－农

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0,153,300 20,153,300 0.41 0 未知 0  其他 



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他9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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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度，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635.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7.24 亿元，同比下降 8.26%；

实现利润总额 36.12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77 亿元，同比下降 7.1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4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24 亿元，同比下降 10.24%。。  公司上一年度经营业

绩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有：一、传统化工基础性产业产能过剩，现代煤化工项目，受水资源、环

境保护、技术与经济水平和国际油价超预期下跌影响，合同额大幅减少，影响了主营业务收入实

现；二、受上游行业效益下降、建设资金到位影响，部分业主合同履约能力下降，个别已签订合

同的项目无法按期开工，少数在建工程执行进度放缓，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和利润迟迟无

法实现。三、公司业务结构单一，“十二五”期间转型升级缓慢，经济新常态下应对市场的变化的

灵活性较差。   

2015 年度，公司新签合同 3331 份，合同额 630.34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94.70 亿元，减幅

13.06%。其中：新签境内合同 451.37 亿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71.61%，比上年同期减少 139.24

亿元。新签境外合同 27.53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78.97 亿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28.39%，比上年

同期增加 44.54 亿元。新签合同的行业比重：化工 34.55%，石油化工 24.31%，煤化工 25.77%，建

筑 4.41%，环保 2.22%，电力 1.51%，其他 7.24%。从合同性质看，工程总承包 46.95%，施工承包

35.05%，施工总承包 15.08%，勘察设计 1.81%，监理咨询 0.36%，其他 1.76%。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从区域分布上看，国内总体稳定、境外有序扩展。境内在建项目分布在

除西藏外所有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境外项目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美洲的巴拿马、巴西和

欧洲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在建项目共计 1499 个，其中：大项目 804 个，境外项目 105 个。

未完成合同额 1017.45 亿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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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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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二级子公司主体共 23 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 决 权 比 例

（%）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赛鼎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北京华旭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印尼中化巨港电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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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启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四川晟达化学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80.00 80.00 

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0.00 9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7 户，减少 1 户，其中： 

（1）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新疆建成检测试验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设立 

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公

司 

投资设立 

天津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马来西亚)有限公

司 

投资设立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印尼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 

湖南中化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设立 

东华科技刚果（布）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设立 

（2）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委托经营或出租等方式丧失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名称 变更原因 

兴平华陆水务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