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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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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材国际      6009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中文 吕英花 

电话 010-64399502 010-64399501 

传真 010-64399500 010-64399500 

电子信箱 600970@sinoma.com.cn 600970@sino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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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942,421.96 28,535,131,296.63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94,905,752.61 6,445,828,873.4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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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427,246.17 -150,594,719.1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561,638,885.98 9,385,395,238.38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942,127.79 285,387,520.60 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193,203.49 267,143,159.30 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6.09 减少1.3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7 5.88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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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9.70 696,394,828   无   

石河子中天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8.33 146,089,386   无   

徐席东 境内自

然人 

3.11 54,515,411 54,515,411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未知 1.56 27,320,250   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未知 0.83 14,499,870   无   

张锡铭 境内自

然人 

0.72 12,597,185 12,597,185 质押 12,597,185 

芜湖恒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2 10,859,644 10,859,644 质押 10,859,644 

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62 10,859,644 10,859,644 质押 4,5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

合 

未知 0.60 10,544,121   无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57 10,05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席东为安徽海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两者之

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市场经营环境分析 

 1.水泥技术装备工程产业 

（1）国内市场 

一方面，报告期内，新常态下国内经济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并存，水泥行业产能过剩、需求

不足矛盾突出。据中国水泥协会统计，2016 年上半年全国新点火的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共计

8 条，合计年度熟料产能 1085 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30%。2016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4 号），提出到 2020 年底前严

禁备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等项目，国内水泥工程装备业严重萎缩。另一方面，国内经济

长期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国家对“走出去”“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空前，

伴随着建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发展，行业结构调整将呈现积极变化，国内备品备件和技术改造尚有较大的空间。 

（2）国际市场 

一方面，报告期内，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世界经济仍然呈现复苏乏力的态势，受美元加息、

部分非美元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和石油价格下跌影响，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财政紧张、政治动荡加剧，

世界水泥行业新增产能总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由于基

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区域水泥需求仍比较旺盛；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家水泥需求虽不

及预期，但未来仍存在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 

2. 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十二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 3.4

万亿，5 年来复合增长率超过 20%，环保产值到 2015 年已达到 GDP 的 7%以上。报告期内，环保

产业正处于政策利好的机遇期，“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列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

水十条、气十条、土十条的发布以及配套政策的出台及环保监察力度加大，将释放更多环保治理

需求，催生环保领域投资和服务机会。预计“十三五”期间，全社会的环保投资将达到 13 万亿以上，

环保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伴随着 “十三五”环保行业竞争的加剧和专业化的加强，将培育一批

以技术、投资、服务、品牌为主导、有国际影响力的标杆企业，细分产业的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二）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主线，优化产业结构、推

进改革创新，运行质量稳中有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6 亿元，同比下降 8.7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 亿元，同比增长 8.95%，新签合同 168 亿元，同比增长 55%，

其中新签境外合同 152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5%，达到近 7 年同期新签境外合同最高值。 

1.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高主业发展质量 

在水泥工程装备主业方面，公司积极创新市场开拓模式，战略布局潜力市场，深度挖潜优势

市场。报告期内，新签主业合同 156.69 亿，较去年同期提高 57%，其中，新签境外主业合同 149.6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7%。报告期内，南亚、非洲、北美、中东地区新签合同同比上升幅度较

大，除此之外，新签主业合同项目遍及东南亚、东亚、中亚、东欧、西欧、南美等区域。 



公司通过优化项目运行模式，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强化项目实施全过程的计划管理、预算

管理、对标管理和绩效考核，项目履约能力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加之微利项目减少和人民币贬

值影响，报告期内，水泥技术装备工程主业毛利率实现 13.38%，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2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在建 EPC、EP 项目 92 个，安装项目 27 个，设计项目 135 个，obajana4 线等 7 个

项目获得 PAC 证书，印度拉法基 CHI 项目获得 FAC 证书。  

2.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公司转型升级 

节能环保业务方面，公司充分利用安徽节源、环境公司、水泥节能环保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

平台优势，在多年水泥窑协同处理技术研究及应用的基础上，积极开拓能源管理、大气污染治理、

固体废弃物处置、污水污泥处置、土壤修复等领域，努力拓展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业务能力。

报告期内，新签节能环保类合同 7.32 亿，比去年同期增长 54%；节能环保类业务实现收入 3.12

亿。 

多元化工程业务方面，公司利用丰富的海外工程经验和品牌优势，以项目部、区域公司为主

体在物流、矿业、化工、电力、公路、水处理、民用建筑、市政工程等专业领域继续进行市场拓

展。 

客户服务业务方面，公司深化与老业主、新客户的合作，巩固保产业务和备品备件业务的优

势地位。报告期内，新签客户服务合同 4.15 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22%，其中，保产合同 1.19 亿元，

备品备件合同 2.96 亿元。报告期内，客户服务类业务实现收入 3.4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2%。 

在海外水泥投资方面，公司积极把握“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战略机遇，加

强与国内外优势企业、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在非洲、东南亚、中东、南美等优势地区，对多

个潜在项目进行了前期考察调研、合作洽谈等工作，为下一步工作做了大量准备。 

3. 改革创新管理机制，优化公司治理体系 

一是以公司发展战略为统领，基于顶层设计进一步梳理管理职责、理顺管理关系，对公司现

有制度体系进行优化整合，为实现“集团式管控、专业化管理、集约化运营”的目标奠定基础；

二是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调整的动态性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严格

控制预算外支出和非生产性开支；三是以“整体规划、分布实施、重点突破”为原则，逐步推动

协同办公、财务、人力资源、生产运营、采购、工程项目管理六个领域的信息系统建设，通过信

息化手段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四是在低效无效资产处置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明确处置

方案，保证措施到位，促进公司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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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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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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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半年报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及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报告期内公司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无新增及减少的子公司。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寿顺 

日期 2016-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