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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本演讲说明中含有前瞻性表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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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前瞻性表述可能涉及到公司业务的财务状

况况、、经营业绩和经营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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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风险及不确定性。。鉴于这些假鉴于这些假

定定、、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本说明中所述的未来事实本说明中所述的未来事实、、事件和情况有可能不会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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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冶在本演讲说明中所作的任何表述、、分析及意见分析及意见，，不构成买入或卖出中不构成买入或卖出中

中冶 的推荐意中冶 的推荐意 对 您 据本演讲 的内容 进 的 何作为或对 您 据本演讲 的内容 进 的 何作为或国中冶股票的推荐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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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作为，，中国中冶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中冶不承担任何责任

2014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未经特别说明未经特别说明 演讲中币种为演讲中币种为2014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特别说明未经特别说明，，演讲中币种为演讲中币种为

人民币人民币

报告时期：报告时期：20142014年年11月月11日至日至20142014年年66月月3030日日报告时期：报告时期：20142014年年11月月11日至日至20142014年年66月月3030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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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上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情况整体业绩情况半年半年整体 绩情整体 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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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上半年整体业绩情况上半年整体业绩情况

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钢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钢铁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钢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钢铁
行业低靡的市场环境行业低靡的市场环境，，中国中冶继续扎扎实实打基础巩固基中国中冶继续扎扎实实打基础巩固基
础础，，以以““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一天也不懈怠””的中冶精神的中冶精神，，特别特别，， 懈懈 中 精神中 精神，，特别特别
注重注重““大环境大环境、、大平台大平台、、大市场大市场、、大项目大项目、、大客户大客户””的设计的设计
与运作与运作，，突出发展质量突出发展质量，，注重全面管理注重全面管理，，化解主要矛盾化解主要矛盾，，全全
力 赴力 赴““保增长保增长”” 继续保持 持续向好的 劲增长势头继续保持 持续向好的 劲增长势头力以赴力以赴““保增长保增长””，，继续保持了持续向好的强劲增长势头继续保持了持续向好的强劲增长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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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净利润大幅提升（一）实现净利润大幅提升

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中国中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中国中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中国中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中国中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润1818..11亿元亿元，，同比增加同比增加33..33亿元亿元，，增幅为增幅为2222..22%%；毛利率；毛利率1212..33%%，，
较上年同期的较上年同期的1313..11%%下降下降00..88个百分点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的较上年同期的1313..11%%下降下降00..88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20

单位：亿元

20132013--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归属归属于上市公司于上市公司
股东股东的净利润的净利润

15%

20132013--20142014年上半年毛利率年上半年毛利率

14.8

18.1

15

13.1%

12.3%
13%

14%

10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11%

12%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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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二）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1961..77亿元亿元，，同比增加同比增加5050..11亿元亿元，，增增
幅幅55 55%%幅幅55..55%%。。

从收入结构看从收入结构看，，工程承包板块依然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工程承包板块依然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期实现收入本期实现收入
807807..55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66..88%%；房地产开发板块本期实现收入；房地产开发板块本期实现收入9292..88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下降下降11 44%% 装备制造板块本期实现收入装备制造板块本期实现收入4242 22亿元亿元 同比下降同比下降77 66%% 资源开资源开下降下降11..44%%；装备制造板块本期实现收入；装备制造板块本期实现收入4242..22亿元亿元，，同比下降同比下降77..66%%；资源开；资源开
发板块为增长最快的板块发板块为增长最快的板块，，本期实现收入本期实现收入1919..44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4242..22%%。。

单位：亿元

20132013--2014201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20142014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构成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构成

板块板块名称名称
营业营业收入收入

（（亿元）亿元）

同比变动同比变动

（（%%））

占收入比重占收入比重

（（%%））

911.5

961.7

950

1000
（（亿元）亿元） （（%%）） （（%%））

工程工程承包承包 807.5807.5 6.86.8 82.782.7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 92.892.8 --1.41.4 9.59.5

850

900 装备制造装备制造 42.242.2 --7.67.6 4.34.3

资源资源开发开发 19.419.4 42.242.2 2.02.0

其他其他 14.714.7 9.09.0 1.51.5
800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合计（未抵消）合计（未抵消） 976.6976.6 --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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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签合同额大幅增加（三）新签合同额大幅增加

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公司累计新签合同额11,,782782..88亿元亿元，，同比增加同比增加682682..88亿亿
元元 涨幅涨幅6262 11%% 占占2013201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的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的8888%%元元，，涨幅涨幅6262..11%%，，占占2013201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8888%%。。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新签工程承包合同11,,621621..44亿元亿元，，其中：新签非冶金工程合同额其中：新签非冶金工程合同额
11,,290290..22亿元亿元，，同比增加同比增加698698..77亿元亿元，，增幅增幅118118..11%%；占工程板块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板块新签合同额
的的7979..66%%，，同比上升同比上升1818..2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新签冶金工程合同额新签冶金工程合同额331331..22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下降下降4040..99亿元亿元，，降幅降幅1111..00%%；占工程板块新签合同额的；占工程板块新签合同额的2020..44%%，，同比下降同比下降
1818..22个百分点个百分点。。个个

20142014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构成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构成
新签合同额新签合同额 同比变动同比变动 同比变动同比变动 1 500

单位：亿元

新签工程合同构成新签工程合同构成

板块板块名称名称
新签合同额新签合同额

（（亿元）亿元）

同比变动同比变动

（亿元）（亿元）

同比变动同比变动

（（%%））

工程工程承包承包 1,621.41,621.4 657.8657.8 68.368.3 591.5 

1,290.2

372 1 331 2
600 

900 

1,200 

1,500 

装备制造装备制造 61.761.7 7.17.1 13.013.0

资源资源开发开发 18.018.0 6.26.2 52.752.7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 61 561 5 3 13 1 5 35 3

372.1 331.2

0 

300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 61.561.5 3.13.1 5.35.3

非冶金合同额 冶金合同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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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项费用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四）三项费用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公司三项费用共计下降公司三项费用共计下降1111 33亿元亿元 其中：财务费用其中：财务费用20142014年上半年年上半年，，公司三项费用共计下降公司三项费用共计下降1111..33亿元亿元，，其中：财务费用其中：财务费用
1616..33亿元亿元，，下降下降88..77亿元亿元，，降幅降幅3434..99%%；管理费用；管理费用3838..77亿元亿元，，下降下降22..44亿元亿元，，
降幅降幅55..88%%；销售费用；销售费用66..99亿元亿元，，下降下降00..22亿元亿元，，降幅降幅33..11%%。。

5 0%42

单位：亿元

2013-2014上半年管理费用

2.75% 3%30

单位：亿元

2013-2014上半年财务费用

0 78%
0.80%7.25

单位：亿元

2013-2014上半年销售费用

4.51%

4.03%
4.0%

4.5%

5.0%

38

39

40

41

42

1.70%

1%

2%

10

20

0.78%

0.72%

0.75%7.00

41.09 38.71
3.5%37

38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25.07 16.32
0%0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7.11 6.89
0.70%6.75

2013年上半年 2014年上半年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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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占营 收 重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



二二、、上半年经营管理重点上半年经营管理重点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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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开拓成效凸（一）市场开拓成效凸显显

把市场开发当作牵动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突出“大环境、大把市场开发当作牵动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突出“大环境、大把市场开发当作牵动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突出 大环境 大把市场开发当作牵动全局的关键性问题，突出 大环境 大
平台、大市场、大项目、大客户”的设计与运作，形成了“主要平台、大市场、大项目、大客户”的设计与运作，形成了“主要
领导带头、精兵强将冲锋”奋力开拓市场的领导带头、精兵强将冲锋”奋力开拓市场的合力。合力。

积极推进与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与地方政府、相关大型企业及相关大型企业及金融机构建立高层战略合作金融机构建立高层战略合作关系关系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新疆

大型企业：大型企业：

宝钢宝钢集团集团、中信集团、中国北车、海军工程设计、中信集团、中国北车、海军工程设计
研究院 华润集团 中广核集团 中国信保 中研究院 华润集团 中广核集团 中国信保 中

河北

山东

河南

山西

内蒙古

陕西

宁夏

甘肃

青海自治
区

西藏自治 江苏

天津
北京

京津翼
一体化

研究院、华润集团、中广核集团、中国信保、中研究院、华润集团、中广核集团、中国信保、中
远集团、国旅集团、河北钢铁远集团、国旅集团、河北钢铁等等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湖南

上海

河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自治
区

江苏

浙江总部总部
战略合作省份战略合作省份
拟推进战略合作省份拟推进战略合作省份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天津、河北、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天津、河北、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四川、
贵州贵州等等

海南

广东广西
云南拟推进战略合作省份拟推进战略合作省份 贵州贵州等等

10



（一）市场开拓成效凸显（续）（一）市场开拓成效凸显（续）

新设新设1111家区域分公司家区域分公司，，重点承揽重点承揽““高高、、新新、、综综””项目项目，，上半年中标合同上半年中标合同
额额116116亿元亿元，，开拓新兴区域市场成效初显开拓新兴区域市场成效初显

突出做技术含量高突出做技术含量高、、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标志性和品牌化项目标志性和品牌化项目，，上半年新签上半年新签55亿亿
元 上国内重大 程承包合同元 上国内重大 程承包合同66 个个 合同额合同额 66 亿元亿元元以上国内重大工程承包合同元以上国内重大工程承包合同6161个个，，合同额合同额764764..44亿元亿元

新增新增55家施工类子企业获得家施工类子企业获得77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至此公司共有至此公司共有99家家
施工类子企业获得施工类子企业获得1414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为进一步抢占高端市场为进一步抢占高端市场、、
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稳固传统冶金市场稳固传统冶金市场、、积极开拓非冶金市场提供了强大积极开拓非冶金市场提供了强大提高产 值提高产 值 固传 冶 市场固传 冶 市场 开 非冶 市场提 了开 非冶 市场提 了
支撑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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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益管理防控风险（二）精益管理防控风险

不断加强内控建设不断加强内控建设，，着力提升企业整体精益化管理水平着力提升企业整体精益化管理水平
从严格执行从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入手及其配套指引入手 突出抓好项目管理突出抓好项目管理从严格执行从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入手及其配套指引入手，，突出抓好项目管理突出抓好项目管理

对公司成立以来的对公司成立以来的200200余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余项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对数十项制度进行了废对数十项制度进行了废、、

改改、、立立改改、、立立

内部控制例外事项内部控制例外事项（（缺陷缺陷））呈逐年明显递减态势呈逐年明显递减态势，，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日益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日益加强

积极调整资源业务发展方式积极调整资源业务发展方式，，努力减亏增效努力减亏增效
巴新瑞木镍钴项目紧抓市场回暖机遇巴新瑞木镍钴项目紧抓市场回暖机遇，，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达产率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达产率，，生产能力由年生产能力由年

初的初的5050%%提升到提升到7070%%，，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7..66亿元亿元，，同比减亏同比减亏44..55亿元亿元

多晶硅业务实现满负荷生产多晶硅业务实现满负荷生产，，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加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加15121512%%，，同比减亏同比减亏22亿元亿元

阿富汗铜矿项目阿富汗铜矿项目、、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项目继续寻找战略投资者澳大利亚兰伯特角铁矿项目继续寻找战略投资者

着力推进应收账款和存货着力推进应收账款和存货““两金两金””占用清欠与回收工作占用清欠与回收工作着力推进应收账款和存货着力推进应收账款和存货 两金两金 占用清欠与回收工作占用清欠与回收工作
制定制定《《应收账款清欠回收和损失问责管理办法应收账款清欠回收和损失问责管理办法》》，，强化管理问责和损失问责强化管理问责和损失问责

对一些对一些““老大难老大难””的清欠款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的清欠款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对 些对 些 老大难老大难 的清欠款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的清欠款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12



（三）盘活资产稳健运营（三）盘活资产稳健运营

积极盘活存量资产，根据风险程度对预盈项目、预亏项目分别采取不积极盘活存量资产，根据风险程度对预盈项目、预亏项目分别采取不
同的监管举措 并通过盘活闲置募集资金 境外发行高级债等方式 用好同的监管举措 并通过盘活闲置募集资金 境外发行高级债等方式 用好同的监管举措，并通过盘活闲置募集资金、境外发行高级债等方式，用好同的监管举措，并通过盘活闲置募集资金、境外发行高级债等方式，用好
沉淀资金，提高资金、资产使用效率。沉淀资金，提高资金、资产使用效率。

对南京下关项目对南京下关项目11号地块号地块，，根据项目规划业态引进其他方参与开发或分阶段挂根据项目规划业态引进其他方参与开发或分阶段挂

牌转让牌转让，，截至截至88月末月末，，已通过公开挂牌分批转让了已通过公开挂牌分批转让了11号地所属号地所属55个项目公司的相关个项目公司的相关

股权和债权股权和债权，，交易金额合计约交易金额合计约6565..55亿元亿元，，大大加速了资金回笼大大加速了资金回笼

续发两笔超短期融资券续发两笔超短期融资券，，合计合计7070亿元；截至亿元；截至88月末月末，，分两期发行共分两期发行共1010亿美元境亿美元境

外债券外债券

此外此外，，积极配合西澳积极配合西澳SINOSINO铁矿项目第三方审计工作铁矿项目第三方审计工作，，中冶方参与的后续管中冶方参与的后续管

理服务合同执行顺利理服务合同执行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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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以提高主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突出创新驱动和市场转型、产品以提高主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突出创新驱动和市场转型、产品
转型。转型。

大力推广冶金环保技术和成果大力推广冶金环保技术和成果，，组织召开组织召开““冶金节能环保新技术研讨会冶金节能环保新技术研讨会””，，国国

内近内近6060家钢铁企业参加家钢铁企业参加，，发布了发布了6060余项新技术余项新技术、、新成果新成果。。加大对以烧结烟气脱硫加大对以烧结烟气脱硫

脱硝为重点的钢铁企业污染综合治理技术的研发脱硝为重点的钢铁企业污染综合治理技术的研发，，抓紧对钢铁行业抓紧对钢铁行业PMPM22..55治理等治理等

技术难 的 究技术难 的 究 极构建产学 体 价值极构建产学 体 价值技术难题的课题研究技术难题的课题研究，，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价值链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高层建筑和深基础工程等新技术研究高层建筑和深基础工程等新技术研究

上半年共申请专利上半年共申请专利12991299件件 其中新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同比增长其中新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同比增长1111%% 累计有效累计有效上半年共申请专利上半年共申请专利12991299件件，，其中新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同比增长其中新申请发明专利数量同比增长1111%%，，累计有效累计有效

专利已达专利已达1259012590余件余件，，在中央企业排名中由第在中央企业排名中由第55名升至第名升至第44名名

在积极推进冶金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在积极推进冶金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 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 利用公司的传利用公司的传在积极推进冶金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在积极推进冶金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利用公司的传利用公司的传

统比较优势统比较优势，，下大力在非冶金市场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再造企业新优下大力在非冶金市场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再造企业新优

势势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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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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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未来展望

绿色钢铁绿色钢铁

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

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养老地产养老地产

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 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京津冀一体化区域京津冀一体化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 体化区域京津冀 体化区域、、

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

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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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未来展望
20142014年下半年年下半年，，中国中冶将继续突出抓好资产质量中国中冶将继续突出抓好资产质量，，突出提高经济效益突出提高经济效益，，

突出加强改革创新突出加强改革创新，，实现企业效益和规模的统一实现企业效益和规模的统一、、做优与做强的匹配做优与做强的匹配，，推进企推进企

大力降低应收账款与大力降低应收账款与 进 步落实清欠责任进 步落实清欠责任

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使中国中冶成为价值创造能力稳步提高使中国中冶成为价值创造能力稳步提高、、市值逐步回升市值逐步回升、、
让股东让股东““满意满意””的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

大力降低应收账款与大力降低应收账款与
存货“两金”占用，存货“两金”占用，
从根本上解决资产质从根本上解决资产质

量问题量问题

进一步落实清欠责任进一步落实清欠责任
狠抓重点单位狠抓重点单位、、关键环节的清欠工作关键环节的清欠工作
加大项目融资创新力度加大项目融资创新力度，，优化筹资模式优化筹资模式、、资金运营模式资金运营模式
从营销源头控制风险从营销源头控制风险量问题量问题 从营销源头控制风险从营销源头控制风险

保持适度发展规模，保持适度发展规模，
进 步做强做优进 步做强做优

以市场为导向设计和创造机遇以市场为导向设计和创造机遇，，实现以量增收实现以量增收，，以质提效以质提效
突出强化国际化经营战略突出强化国际化经营战略，，破解海外发展困境破解海外发展困境

精精进一步做强做优进一步做强做优 切实提高项目的风险防范能力切实提高项目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强项目的精细化管理和品牌加强项目的精细化管理和品牌
化经营化经营

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激发企业活力激发企业活力、、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

以改革再造企业新优以改革再造企业新优
势，开辟企业发展新势，开辟企业发展新

天地天地

所所
改革改革，，激发企业的活力与内生动力激发企业的活力与内生动力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以以““大项目和小公司先搞混合所有大项目和小公司先搞混合所有
制制””为原则为原则，，降低风险降低风险，，提高技术和增加收益提高技术和增加收益

坚持市场化方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市场化方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着力解决不适应着力解决不适应 不符合不符合天地天地 坚持市场化方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市场化方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着力解决不适应着力解决不适应、、不符合不符合
市场化要求的重点难点问题市场化要求的重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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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 迎迎 提提 问问欢欢 迎迎 提提 问问
Q & AQ & A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Q & AQ & A
系系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86: +86--1010--5986 86665986 8666

联系传真联系传真联系传真联系传真: +86: +86--1010--5986 89995986 8999

联系电邮联系电邮: ir@mccchina.com: ir@mccchina.com

联系网址联系网址:: http :http : //www.mccchina.com//www.mccchina.com

联系地址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28号中冶大厦（号中冶大厦（100028100028））联系地址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28号中冶大厦（号中冶大厦（1000281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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