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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5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 
首次评为A级 

（注：2016上半年由国资委评选， 

共有46家央企入选） 

 
2016年《财富》世界
企业500强第290位 

上升36位 
 

“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发展愿景下确定的“一年迈一步，三年跨大步”
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圆满收官 

科技创新优秀企业 

2013-20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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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重点 

               三、未来展望 



总体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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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合同额加速，再创历史新高 

新签合同额 

同比增幅 

1,772.5亿元 2,442.4亿元 37.8% 

海外新签合同额 83.3亿元 208.3亿元 150% 

37.8% 

2,422.4 
1,772.5 

83.3 

+150% 

208.3 

其中新签工程合同额2,195亿元 

非冶金占比达到89.9% 

2015年中期 2016年中期 

2015 年1H 2016年1H 

2015年 1H 2016年1H 



总体业绩情况 

利润继续稳步增长，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2015年中期 2016年中期 同比增幅 

21.7亿元 24.2亿元 11.2% 

1,006.9亿元 958.3亿元 -4.8 % 

2015 年1H 2016年1H 

39.6 48.0 

11.2% 

1,006.9 958.3 

-4.83%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营业收入 

2015年1H 2016年1H 

21.7 
24.2 



总体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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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工程主业 ，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装备制造 

86% 

资源开发 

4% 

9% 

房地产 

  工程承包 

1% 

总体营业收入构成 其中：工程承包收入构成 

冶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其他工程 

2016年1H 2015年1H 2016年1H 

29.8% 

39.8% 

8.7% 

9.7% 

41.8% 

45.6% 

11.9% 

12.7% 



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重点 

               三、未来展望 



   将继续在传统冶金市场强化高端引领！    
        瞄准钢铁冶金全产业链世界第一的目标！ 
             继续将冶金市场的雄厚技术优势向非冶金工程领域延伸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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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按照“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长期坚持走高技术
建设之路”的战略新定位，以市场的突破力、技术的驱动力、资本实力和商业模式
的张力，实现企业规模效益并举、提质增效升级。 

宝钢湛江钢铁精品基地项目 台塑河静钢铁1号高炉系统 

在战略新定位的引领下，实现转型发展 

《冶金建设国家队行动手册》 
 
 

目标：全球冶建市场占有
率由目前的60%上升到80% 

湛江钢铁1号高炉外景 

成立国家队建设专家委员会 

冶金建设国家队 



8 

基本建设主力军 
 2016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发挥“三力合一”的市场开发合力，坚持走高技术建设路线，并借

助自身强大的产融结合能力，将“一带一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和有活

力的地区作为主战场，大力开拓高端房建、高速公路、市政基础设施等基本建设市场。 贵州

三施、三荔、紫望三条高速公路项目, 黔东南州“十三五”农村公路“建养一体化”项目, 深

圳市龙岗区阿波罗未来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一批大项目已成熟落地。 

贵州省紫云至望谟、三都至荔波、 
三穗至施秉高速公路签订仪式 

珠海横琴总部大厦二期 

在战略新定位的引领下，实现转型发展 

成都新二环高架路 

   战略合作：与云南昆明市、云南滇中新区、广东省、河北保定、河北省交通厅、河南安阳、

重庆两江新区等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16份。内容涵盖综合管廊、成片区开

发、市政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等具体项目。 



9 

新兴产业领跑者 
将多年的工程技术经验、多学科、多专业集成优势快速延伸转化为在
新兴产业领域的新优势；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积
极组织和参与制定新兴业务领域的行业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提高行业
话语权，占领市场制高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产业的领跑者。 

•中标银川、武汉、深圳等多地管廊PPP及施工总承包项目共13个，项目里程169公里，投

资额146亿元；中标可研、咨询、设计类项目里程135公里；中标规划类项目面积755平方

公里（部分合同尚待签订）。 

综合管廊 

•中标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石岩村建设“美丽乡村”项目、海口市红旗镇美丽乡

村建设项目、重庆酉阳红石林地质公园项目（一期）设计项目以及四川螺湖半岛养老社

区项目等。 

美丽乡村 

•中标重庆市两江新区互联学院智慧园区项目方案设计、贵州大沙河国家度假景区规划设

计等。 

智慧城市 

•中标重庆市第一个海绵城市项目——国博中心项目海绵城市改造工程，深圳市龙岗区阿

波罗未来城基础设施EPC项目，武汉市光谷中心城（海绵城市）综合设计项目等。 

海绵城市 

珠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实景 

    中冶设计的下沉绿地构造图 

在战略新定位的引领下，实现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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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金工程系统性、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使中国中冶具有了其他建筑业企业所不具备的学

科门类齐全、创新能力突出的技术优势，打造了中国中冶在冶金工程领域独占鳌头的核心技

术，这种技术优势在非冶金工程领域的延伸、裂变、聚合，奠定了中国中冶成为全领域、全

业态、全产业链的大型建筑业企业集团的基础，使中国中冶在转型发展中谱写出新的乐章。 

长期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 

拥有有效专利

17693件，其中

发明专利4196

件 ，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 

53000 人 

3个项目通过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初评 

17 个国家级研

发中心和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 

冶金工程领域19

个业务单元事业

部为研究前沿平

台的冶金工程技

术创新体系 

综合管廊、海

绵城市、美丽

乡村与智慧城

市、主题公园、

康养产业和水

环境6个技术

研究院 

编制综合管廊、

美丽乡村、海

绵城市国家标

准及企业标准 

在战略新定位的引领下，实现转型发展 



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目的是获取工程总承包任务。
为此，公司控制PPP项目的投融资占比，不为项目提供担保，
并要求对投融资出资在项目建设结束时，通过工程收益收回。 

截至2016年6月30日，公司中标PPP项目47个，总投资超过

1200亿元，公司出资约90亿元，撬动施工合同超过8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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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的选定标准 

对能入财政部PPP项目库，具备物
有所值、政府财政承受能力评价报
告，有正式实施方案并已通过相应
审核的正规PPP项目，全力参与。 

 
对不能入财政部PPP项目库的“类

PPP项目”中的政府采购项目，如
有当地人大将还款列入预算及中长
期规划的决议，积极参与。 

 
对不能入PPP项目库且不属于政府
采购范畴，而被地方政府包装为
PPP的项目，均严格审批、谨慎参
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项目，全
部认真评审、严格审批，谨慎参与。 

PPP项目开展情况 

20亿元以上的已签约PPP工程合同情况 

紧抓PPP项目投资建设热潮，提高PPP项目施工合同及收入比重 

序号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1 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张砦、双桥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67.0 

2 兰州新区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25条管廊项目） 46.5 

3 贵州省赤水至望谟高速公路紫云至望谟段 41.7 

4 福建健康产业园（一期、二期）建设工程 40.0 

5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城镇化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7.7 

6 贵州省三都至荔波高速公路 28.0 

7 贵州省天柱至黄平高速公路三穗至施秉段项目  26.0 

8 黔东南州“十三五”农村公路“建养一体化”服务协议 22.2 

PPP项目开拓理念 



新加坡地铁汤东线建设勿洛南站及隧道项

目，1.5亿美元 

•2016年上半年，公司中标海外工程项目合同额共60.5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1%，
其中已签约项目合同额26.11亿美元。 

 
增加我国政府鼓励工业园区建设的目
标国家； 
 
增加符合亚投行、政策性金融机构、
信保、五大基金（中非、中拉、东盟、
中东欧、中非产能合作基金）融资政
策的目标国家； 
 
增加符合中非合作10大计划、政府框架
协议项下的有关国家等。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添砖加瓦 

在2015年重点布局的25个海外国家和
地区市场的基础上优化调整：  

加州及弗罗里达养老地产项目，5.5亿美元 

第一次中标美国本土大型工程 

第一次获得海外地铁合同 

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350万t钢铁全工

艺合同，8亿美元 

再次在海外获得大型综合系统钢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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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务毛利率水平大幅提升，重点项目进度顺利 

   2016上半年，房地产板块实现营业收入97亿元，毛利率33.93%，同比上升
11.80%。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深耕北京、天津、上
海、南京、深圳、珠海等重点城市，实施“3+6”区域布局战略、“3+1”区域
深耕战略 

南京下关项目 北京旧宫项目 天津新大八里项目 

3号地地上建面89.04万平方米，
分大一期、大二期两期建设，
其中大一期（方家营项目、滨
江项目、和记洋行项目）已先
期开发，方家营、滨江项目已
处于销售及施工阶段。 

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19.0万平
米；地上面积13.8万平方米。
2014年 10月 18日首次开盘至
2016年6月30日，项目共推售8
栋楼共计477套，办公楼203套。 

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设计规划、
工程建设和销售等各项工作，
于 2015年 7月 4日开盘，截至
2016年6月底，累计签约销售面
积7.35万平方米。 

南京中冶盛世滨江 北京中冶德贤公馆 天津中冶德贤公馆 

13 



   2016年上半年，资源开发业务的毛利率为-0.83%，同比上升8.31个百分点 

资源品价格有所回升，资源开发业务基本面逐步好转 

多晶硅价格有所回升，

洛阳中硅上半年销售多

晶硅和硅片实现营业收

入10.4亿元，利润6,860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增效2.45亿元。 

 
瑞木项目达产率稳定在

90%以上。与国际同类型
项目相比，单位投资低，

达产快且达产率高，单位

成本低。 

 2016年上半年暂停运营，

生产氢氧化镍钴折合镍金

属7,989吨，销售氢氧化镍
钴折合镍金属11,753吨。 

中冶瑞木实现销售收入4.73

亿元，利润总额约-6.42亿
元。 

巴新瑞木项目 

 

多晶硅 

通过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并且采取降本降耗等一
切可行的有效措施，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入，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指标，进
一步减少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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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重点领域清欠 

 明确钢铁企业为“两金”清欠的重

点领域，建立逐级损失责任制采取

多种形式，加强清欠力度 

坚持稳定的财务发展战略 

 建立应收款项清欠责任体系，

加强存贷结算速度和力度将应

收款项和存货规模控制与各级

子公司及其经营层绩效挂钩。 

 制定严格的项目筛选标准，对

资金无保障、效益未达标的项

目坚决不投标，并做好项目评

估，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 

 加强内部管控，健全激励与约

束机制，做好各项业务事前筹

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价与考

核，提升业务盈利水平和公司

整体盈利能力。 
 

严格投资项目审查 
从源头上控制风险 

保持清晰的头脑，把风险控制放在
首位，不盲目跟风追求项目的数
量。 

所有PPP项目均须报总部进行严格可
研预审并通过总裁办公会议审批，
通过审批方可参与投标，做到有所
为有所不为，从源头上严把风险
关。 

坚持稳健发展的经营战略，风险管控进一步得到加强 

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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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亮点 

                三、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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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在传统冶金市场强化高端引领，按照已出台的《冶金建设国家队行动手册》
要求，形成一个世界第一、自成体系的名副其实的冶金建设国家队， 

占领技术和市场的制高点 
1 

在基本建设领域，重点开拓高速公路、大型场馆、超高层、市政工程、城市
综合体等“高新综大”项目；积极申报市政工程、交通工程特级资质， 

培育一批拥有“三特”、“四特”资质企业 

2 

 
在新兴产业，充分有效发挥6大技术研究院优势，继续领跑市场，打造出“技

术一流、产品一流、成本最低、模式最好、业绩最优”的核心竞争力， 
成为技术高端、产品高端、市场高端的行业领军企业 

 

3 

中国中冶将继续按照 “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
业领跑者，长期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的战略新定位谋篇布局，以做
强做优做大核心业务为主线，以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为重点，促进公司转
型升级再造发展新优势。 



      以中国中冶为核心资产的中冶集团已经与中国五矿
实施战略重组，将致力于打造金属矿产领域国有资本投
资公司。中国中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进入全面提升
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将继续坚持战略引领、牢牢抓住管
理管控、突出强化转型升级，大力弘扬“一天也不耽误、
一天也不懈怠”朴实厚重的中冶精神，脚踏实地、真抓
实干、奋勇拼搏、不断创新，用更好的经营业绩把建设
“美好中冶”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以回报股东、回报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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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68666 

EMAIL：ir@mcc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