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股）



 本演讲说明中含有前瞻性表述，这些前瞻性表述可能涉及到公司业务的财务状况、

经营业绩和经营计划

 这些前瞻性陈述均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存在风险及不确定性。鉴于这些假定、

风险和不确定性，本说明中所述的未来事实、事件和情况有可能不会发生，并且实

际结果与前瞻性陈述中预期或暗示的结果可能存在重大不同甚至可能相反。中国中

冶不承担更新本说明中前瞻性陈述的义务

 中国中冶在本演讲说明中所作的任何表述、分析及意见，不构成买入或卖出中国中

冶股票的推荐意见。对于您依据本演讲说明的内容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

国中冶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3年H股年报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未经特别说明，演讲说明中币种为人民币

 报告时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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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冶是以强大的冶金建设实力为依托，以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资源开发、
装备制造为主业的多专业、跨行业、跨国经营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财富世界500强第302位

世界著名品牌500强

国家级创新型企业

综合排名 技术实力行业地位

有效专利数突破10,000件大

关，已进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

的“第一方阵”

已建有“国家钢铁冶炼装备

系 统 集 成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7个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在建筑类中央企业

中位居前列

 201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冶金科技奖8项, 获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3项

……

财富中国500强第20位

福布斯上市公司2000强

全球最大承包商第9位

 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商之一，拥
有涵盖科研开发、咨询规划、勘察
测绘、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土建
施 工 、安 装调 试、 装 备制 造及 成
套、技术服务与进出口贸易等环节
的完整工程建设产业链，可为客户
提供全面、综合性的服务
 中国专业化经营历史最久、专业
设计能力最强的冶金工程承包商，
曾参与了宝钢、鞍钢、武钢等中国
几乎所有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的规
划、设计或建设，是中国冶金工业
建设的主导力量
 拥有国内最大的有色金属冶金设
计 院 之一 —中 国有 色 工程 有限 公
司，曾为中国几十家大中型有色金
属企业提供了规划、设计及建设等
服务

一、公司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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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中国中冶的困难年、转折年、奋斗年。一年来，面

对内外严峻形势，中国中冶领导团队和广大员工以“一天也不耽

误，一天也不懈怠”的强烈进取精神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迎

难而上，攻坚克难，奋力自救，一手抓重大历史包袱的解决，一

手抓改革、促转型、强管理、保增长，企业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经营业绩明显改善，“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实现了良

好开局。

二、业绩与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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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2012年度大额亏损的部分子公司及其它重大资产减值事项已
基本消除或有所改善，同时，公司注重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强
化内部管理，2013年经济效益大幅改善，实现扭亏为盈，盈利能力显著增
强。

全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9.8亿元，同比增加99.2亿元；毛
利率由2012年的7.4%提高到2013年的10.4%，上升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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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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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013年营业收入

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22亿元，同比下降6.5%，收入下降主要
原因是一方面受国内钢铁行业调整的影响，另一方面公司自身突出债务风
险管控，调整业务模式，严控承揽新的垫资项目。

全年，工程承包业务和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稳步发展，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已提高至92.5%。其中：工程承包业务占比为79.8%，同比提高0.2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业务占比12.7%，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二）营业收入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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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各业务板块收入比重变化情况

业务板块
2013年收入
额（亿元）

2013年收入
占比

占比同比
增减

工程承包 1,648 79.8%
上升0.2个百

分点

房地产开发 263 12.7%
上升1.2个百

分点

资源开发 33 1.6%
上升0.3个百

分点

装备制造 95 4.6%
下降0.6个百

分点

其他 27 1.3%
下降1.1个百

分点

（注：上述各板块收入为未抵消数据）



2013年，公司严控新的垫资项目，大力加强应收账款、存货的清理，
财务与资金状况明显改善。

截至2013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2.9%，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财
务压力得到缓解；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00亿元，同比增
加156亿元，增幅354.5%；有效控制了应收账款与存货“两金”的进一步
增长。

（三）财务与资金状况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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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着力加强“大环境、大平台、大市场、大项目”的关键运营功能管控，大力强化市
场开发力度，在保持和巩固国内传统冶金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积极开拓民建、公交市政、
体育场馆、环保工程等非冶金工程市场并取得进展。

2013年，公司新签工程合同额2,243亿元，其中新签冶金工程合同额819亿元，新签非冶金
工程合同额1,424亿元。工程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648亿元，其中冶金工程收入694亿元，占板块
收入比重42.1%；非冶金工程收入954亿元，占板块收入比重57.9%。工程板块毛利率9.9%，同
比上升1.8个百分点。

2014年1-2月，公司新签合同额46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9%，其中工程承包业务新签
合同额414亿元（冶金工程合同额177亿元，占42.8%，非冶金工程合同额237亿元，占比
57.2%）。

公司着力加强“大环境、大平台、大市场、

大项目”的设计与运作，为实现市场质与量

的提升奠定了扎实基础。

 在福建、广东、陕西、海南、新疆等地区

设立了8个区域分公司，作为公司谋求“高、

新、综”项目增量的“新抓手”

 与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建立良好的高层互动

机制，以抢占市场先机

 与部分央企和大型企业就深化合作达成广

泛共识，以互利共赢拓宽市场覆盖面

（四）业务呈现良性发展
——工程承包业务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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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强了对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管控力度，突出重大项目过程监管和着手板块
资源整合。2013年度，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3亿元，增幅为4.3%。其中：
商品房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24亿元，占板块收入比重47.1%，毛利率为21.7%；
保障房及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9亿元，占板块收入比重52.9%，毛利率
为9.5%。

2013年，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在手施工面积为2,001.3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面
积为234.2万平方米，新购臵土地面积为79.7万平方米，年末土地储备对应的计容建
筑面积为826.0万平方米。

（四）业务呈现良性发展
——房地产开发业务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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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业务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中冶在实施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共53个，在建和竣工的
面积约达1,550万平方米，其中已竣工面积约达55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上海、
南京、芜湖、马鞍山等地
中国中冶凭借房地产开发、规划、勘察、设计、施工以及后期物业服务的全产
业链，为地方政府提供保障房开发方面的综合服务
公司保障性住房项目开工速度较快，建设质量较好，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认
可。同时，作为上市公司和自负盈亏的企业，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公司在项
目开发中获得了相应的合理收益并在工程承包部分取得了一定的利润,总体回款
情况也较好，公司的保障性住房业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注：公司内部业务统计数据，非最终财务口径数据



公司依托传统业务优势，积极拓展新兴业务。

公司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污水处理业务、钢铁渣处理业务、工业制氧

业务、光伏发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垃圾焚烧业务等。涉及下属

企业7家，在手项目36个。

目前公司新兴业务规模还较小，2013年营业收入近16亿元,但回报较

高，实现利润约2亿元左右。

（四）业务呈现良性发展
——新兴业务积极拓展

11

……

http://www.enfi.com.cn/showcolumndetail.aspx?columntype=spec&classname=%e5%9e%83%e5%9c%be%e7%84%9a%e7%83%a7%e5%8f%91%e7%94%b5&articleid=98
http://www.enfi.com.cn/showcolumndetail.aspx?columntype=spec&classname=%e6%96%b0%e8%83%bd%e6%ba%90&articleid=145
http://www.cjyc.cn/ywbk/?nid=148&sid=30
http://www.cjyc.cn/ywbk/?nid=145&sid=29


 葫芦岛有色剥离：2012年12月和2013年2月，公司将持有葫芦岛有色的全部股权和债权

转让，债权转让对价也已全部收回，提升了中国中冶资产的整体质量

 多晶硅业务大幅减亏：积极通过降本增效等措施，公司所属洛阳中硅同比减亏6.8亿元。

2014年1-3月份，多晶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多晶硅业务经营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营口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2013年10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冶京诚引入石家庄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共同增资其下属中冶京诚（营口）装备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

营口公司同比减亏6.7亿元

面对2012年葫芦岛有色、多晶硅业务等重大亏损源，公司加速创造
条件，狠抓亏损企业止血，取得明显成效。

（四）业务呈现良性发展
——重大亏损源基本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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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司针对重大项目风险，逐一分解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化被动为
主动，推进项目风险的化解。

 西澳SINO铁矿项目移交：随着第一、二条线的建成投产，中国中冶项下工作已经结束。

已与中信方签署了《补充协议四》等在内的5个文件，实现了工程移交及保函释放，对三到

六条线的合作做了新的安排。第三方审计后，办理工程最终接收和工程结算。目前，第三方

审计工作已全面启动

 盘活南京下关房地产项目：2号地块保证金已全部收回；公司将优先集中力量推进3号地

块的开发，并将根据项目规划所确定的业态引进其他方参与1号地的开发或分阶段通过股权

挂牌的方式进行转让，已收回部分资金。2014年3月10日，项目公司已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转让其中三家公司的股权

 珠海横琴基础设施建设BT项目：盘活资金，已收回资金90亿元，降低了项目回款风险

 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该项目铜平均品位为1.67%，资源品位高，但由于合同内容、范

围和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受阿富汗政治局势和安全状况等影响，项目进度缓慢。公

司高度关注项目风险，已与阿富汗政府进行了两轮修改合同的谈判，目前在已经达成的初步

共识的基础上，正积极协商争取签订修改合同的备忘录。在签订修改合同的备忘录后，公司

还将与阿富汗政府继续就该项目可靠的安全保障等进行谈判

（四）业务呈现良性发展
——重大项目风险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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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展望

2014年，是公司继续打基础、巩固基础的一年，是实现

“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的关键一年。公司将总结

经验和教训，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提质增效为重点，扎扎

实实打基础，脚踏实地做主业，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股东

呈现良好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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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蕴含升级需求 非冶金工程市场空间广阔

 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以技术改造、

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在内的全系统升级以及

城市内钢铁企业向外搬迁为主，仍存在着一

定规模的市场空间

 “十二五”建成湛江、防城港精品钢基地

 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保持一定的市场

需求规模

 新型城镇化未来三年投融资需求25万亿元，

将有效推动建筑、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产

业发展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
不断发展，海外冶金工程市场呈现出较快增
长，同时促进了海外房屋建筑与交通建设市
场的发展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尤其是数个
经济走廊和新丝绸之路，均为公司开发海外
市场提供了机遇

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前景巨大 海外市场发展潜力大

2014年，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企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经济发展还有
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总体上呈缓慢复苏态势；国内经济仍然存在下行压力，但发展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企业具备稳定发展的大环境。

 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将增长15%以上，到2015年，
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城镇污水、垃圾
和脱硫、脱硝处理设施运营将基本实现专业化、市场化
 一些子公司已在污水处理的设计、施工、总承包等
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为未来大力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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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 非冶金工程

站在国际水平的高端和整个冶金行业发展的高度，

用独占鳌头的核心技术、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无

可替代的冶金全产业链整合优势，继续保持全球最

大冶金建设承包商和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的领军地

位，承担起引领中国冶金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国家责

任

 利用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提供的有力契机，加大节

能环保技术研发并快速形成规模，以环保优势技术

开拓市场，从而紧紧盯住并牢牢控制国内传统冶金

市场，保持绝对优势和领军地位

 通过与冶金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等深层合作方式，

增强生产运营的全过程、协作式的配套服务

 紧紧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的机遇，以强化技术研发、提升管理水平、培

育企业品牌和抓大项目为工作着力点，实现非冶金

工程市场质与量的突破。在主业突出、风险可控、

效益和效率匹配、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管理能力足

以支撑的前提下，继续做大规模；同时依托公司的

整体核心优势进行抢占高端转型

 积极承揽公路、桥梁等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以及城市建设中的城市综合体、标志性建

筑等“高端、新型、综合”性项目

 依托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城市建设等领

域开展研发和技术储备，尤其是在新能源开发利用、

环保、污水处理、绿色、生态、节能城镇化等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

（二）准确定位，把握未来
——工程承包业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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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把握经济持续增长和新型城镇化开发的机遇，细分目标市场，积极进行市场开拓

 以“中冶臵业”为龙头，在一、二线城市和三线的省会城市重点发展商品房项目；适

度发展商业地产项目；在政府资金到位、确保收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揽部分保障

性住房项目

 走引领绿色建筑和生态环境学的绿色地产路线

 在有效市场布局与开拓的同时，加强项目策划，缩短资金占用周期，加快资金使用效

率，有效提升项目盈利水平

资源开发  以“精管理、强质量、降成本、控风险、有回报”为目标，加快资源开发业务的管理

整合。加强业务管控和经营，努力实现从资源项目建设管理者向生产管理者的转变，尽

早实现项目的减亏、扭亏、增利

装备制造  逐步退出市场前景不佳、技术含量不高、自身盈利能力不强的低效业务

 加速调整现有装备制造能力中可转化为对相关业务核心技术起支撑作用且具有较好市

场前景的部分，重点优先发展冶金配套环保设备

 围绕市政开发中的桥梁、高架桥、房屋建筑中的超高层建筑等领域，做强现有钢结构

品牌

 通过加强运营管理，降本增效，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形成少而精的业务格局

（二）准确定位，把握未来
——其他业务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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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2014年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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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增强企业内
生动力，推动企
业改革再上新台

阶

大力推行混合所有制方面的改革

激发企业活力方面的改革

优化资源配臵方面的改革

全力以赴开拓市
场，形成主要领
导带头抓市场、
精兵强将奋力闯
市场的强大合力

加强对市场开发工作的领导

建立和完善总部、子公司、区域分公司的立体市场开拓体系

合理进行市场区域布局

加大市场协调力度，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有效转型为市场开拓提供有力支撑

加强企业管理，
着力降本增效

进一步严控运营成本

加强对三级公司和大项目经理部的培育和管理，保护好我们的效益源

加强信息化管理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与经营管理，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进一步加强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

加强中冶品牌形象的宣传

牢牢把控财务风
险，整体提升风
险管理与内部控

制水平

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努力克服市场风险

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逐级建立应收账款清欠回收及损失问责责任制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 +86-10-5986 8666

联系传真: +86-10-5986 8999

联系电邮: ir@mccchina.com

联系网址: http : //www.mccchina.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100028）

欢 迎 提 问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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