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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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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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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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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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 60111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涛 洪玮 

电话 010-59765656 010-59765657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

号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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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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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3,657,639,453.52 87,481,328,742.71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8,995,641,961.44 28,343,670,171.46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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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5,391,891.10 -1,423,293,833.82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4,008,181,654.38 24,944,094,556.89 3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84,503,231.79 847,612,932.14 2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73,579,400.80 794,395,221.62 22.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75 3.19 增加0.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7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17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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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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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49.16 2,425,000,580 0 无 0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中信

建投证券－18中化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 

国有法

人 

15.47 762,935,220 0 质押 762,935,22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2.90 143,068,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1.71 84,123,512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未知 1.17 57,931,90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未知 0.93 46,00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84 41,200,706 0 无 0 



 3 / 7 
 

中国银行－易方达稳健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2 30,449,874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8 23,730,53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盘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3 21,235,61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中国

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中化EB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同为一家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与上述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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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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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资委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公司年初企业负责人会议精神和

各项工作安排，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以“三年五年规划、十年愿景目标”为引领，持续深化企

业改革，加大业务结构调整力度，加强精细化管理，企业经济运行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开始从恢

复性增长迈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三年五年规划、十年愿景目

标”良好开局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市场，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力，

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越演越烈，但全球贸易和投资有回升迹象，主要经济

体正由分化调整向复苏过渡。国内市场，我国经济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结构性矛盾依然较为突

出，抵御外部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2018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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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向好运行态势，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不断深入，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快，京津冀协同发

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持续落

地，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长江大保护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强力推进，同时伴随国家对有效投资

的扩大、重大项目的加快推动，以及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化工园区转

型升级等，为公司在园区开发、产城一体化、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海外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

有利于公司发挥在工业环保方面的优势，在化工园区、工业固废危废、流域治理、土壤修复等环

境治理领域承揽更多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变化，在加大高层营销互访力度的同时，与国内多个省市、

大型企业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出台了《国内化工市场经营开发管理办法》，旨在整合国内化

工市场资源，进一步加强区域市场开发和营销协调力度。此外，公司还着力开拓布局非化工领域

市场，加强了非化工市场领域营销管理办法的研究工作，加大国外市场开发力度，高度重视海外

风险防控工作。 

（一）经营业绩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08 亿元 ，同比增加 90.64 亿元，增幅 36.34% ；实现利润

总额 15.69 亿元，同比增加 3.76 亿元，增幅 31.55% ；实现净利润 11.80 亿元，同比增加 2.43 亿

元，增幅 25.9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85 亿元，同比增加 2.37 亿元 ，增幅

27.95%。 

近五年同期主要经营数据（单位：亿元  人民币） 

 

营业收入情况（1-6）月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情况（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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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情况（1-6）月            主营业务分行业收入情况（1-6）月 

   

 

（二）新签合同额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 800.7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2.42 亿元，增幅 41.51% 。其中：

新签境内合同 404.17 亿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50.47% ，比上年同期增幅 68.62% 。新签境外合

同 396.57 亿元（人民币），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49.53%，比上年同期增幅 75.70%。新签合同的行业

占比分别为：化工 26.71%，石油化工 16%，煤化工 10.08% ，电力 0.57%，建筑 6.35%，环保 3.99% 

其他 36.3% 。 

（1）2018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中，石油化工、电力占比进一步降低，煤化工、化工占比提升，

公司非化工类合同额占比已经达到 50%，建筑类、环保类新签合同额占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公司已经全面开展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2）公司上半年境外新签合同额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公司先后签订迪拜汽车城发展建设

综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阿联酋沙迦阿尔玛莎房建施工总承包项目，尼日利亚丹格特炼油施工总

承包项目，俄罗斯鄂木斯克原油深度转化施工总承包项目，刚果（金）金沙萨省基础设施一揽子

项目及固体垃圾发电项目等，境外传统领域和跨领域经营订单均收获不菲，多元化的业务结构格

局正在逐步形成。  

 

 

 

2018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同比变化表（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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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  同比变化 

报告期内累计新签合同额 800.74            465.40  72.05% 

按合同性质划分 

1.工程总承包 425.37            216.30  96.66% 

2.施工承包及总承包 351.22            231.53  51.70% 

3.勘察设计监理咨询 13.64              7.10  92.11% 

4.其他 10.51             10.47  0.38% 

按地区划分 

1.境内 404.17            239.69  68.62% 

2.境外 396.57            225.71  75.70% 

按业务领域划分 

1.煤化工 80.71             32.21  150.57% 

2.石油化工 128.17            181.32  -29.31% 

3.化工 213.92             96.38  121.95% 

4.电力 4.55             53.80  -91.54% 

5.建筑 50.83             29.60  71.72% 

6.环保 31.92             22.34  42.88% 

7.其他 290.64             49.75  484.20% 

 

（三）2018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重点工作有： 

战略落地方面。深化全面预算精细化管理，建立经济活动分析机制。积极推进经营业绩考核

体系建设与改革。建立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稳步推进环保基金公司和环保产业并购基金设立并积

极开发、储备重大优质项目。 

经营工作方面。经营理念由“做项目”向“做市场”转变，搭建高层经营网络，与大型企业

集团、科研院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与地方省市政府、大型企业的沟通联络，加快市场布局，

快速融入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大保护、雄安新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

调整完善国内外区域布局，全球市场经营网络不断健全。实行“一主两辅”分工和管理，属地化经

营不断加强。 

深化改革方面。 调整优化总部组织机构和岗位设置，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考核评价体系改革，

加快推进非经营性分支机构压减，积极推进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稳步推进

亏损企业治理工作，规范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管理，开展所属子公司结对帮扶活动，推动公司内

部企业协同平衡可持续发展。 

内控和风险管理方面。实行“两金”压控精细化管理，推动财务管理模式变革，积极推进财

务共享中心建设。持续加强资金和汇率风险管理。启动实施保险业务集中管理。深入推进内控制

度流程建设，开展全面风险识别与分析，完善依法治企组织工作体系。加强法律纠纷管理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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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法治宣传，组织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梳理企业资产清查数据，完成资产质量核查工

作。 

生产运营管理方面。 全面推进工程项目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责任成本管理体系和成本要素

价格体系，全力推进集采平台开发建设与推广应用，加强重点工程项目管控，进一步加强和全面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监队伍建设。今年以来，公司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质

量事故和重大环境事件发生。 

技术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方面。上半年共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162 项。其中，发明专利 57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05 项。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成立国家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环保专业委员会，新增 3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十三五”重点研发项目稳步实施。

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和奖励激励力度，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推动“两化”融合贯标和试点，持续开展

信息应用系统建设，集采平台、技术标准信息管理系统上线试运行，财务共享中心、生产运营管

理系统平台的开发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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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