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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冶概览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冶，A股股票代码601618.SH，港股股票代码
01618.HK）。2008年12月，中冶集团发起设立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
冶）；2009年9月，中国中冶在上海、香港两地成功上市。 2015年12月，中冶集团和中国五
矿集团实行战略重组，实际控制人维持国务院国资委不变。 

 

中冶集团是全球最大最强的冶金建设承包商和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是国家确定的重点资
源类企业之一；是国务院国资委首批确定的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16家中央企业之一；也是
中国基本建设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 

中国中冶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Metallurgical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 

注册资本 207.24亿元人民币 

公司成立时间 2008年12月 

公司网址 www.mcc.com.cn 

联系方式 86-10-5986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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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新闻记录》 “全球
承包商250强”中位列第8位 

2016年《财富》世界企业500强 
第290位，上升36位 

 

2015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 
首次评为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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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回顾 



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亮点 

三、未来发展重点 



新签合同额  新签合同分布结构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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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合同再创新高 

3298 

4016 

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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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25.1%↑ 



营业收入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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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分布结构 

亿元人民币 

36.4% 
25.4% 

42.8% 
46.9% 

10.0% 17.0% 

10.8% 10.7% 

2015 2016 

冶金工程 房建工程 交通及基础设施工程 其他工程 

其中：工程收入构成 

2158 2173 2196 

2014 2015 2016 



实现利润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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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EPS） 

39.6 

48 
53.8 

2014 2015 2016 

亿元人民币 元人民币 

2016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增加5.8 亿元，同比增长11.96% 

0.21 

0.24 

0.25 

2014 2015 2016 



资本和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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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工程合同--非冶金工程占比 

冶金工程 

10% 

非冶金 

工程 

90% 

中国中冶正加速向城市和产业发展系统解决方案提供
商、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商的角色转变。 

总营业收入--非冶金工程占比 资产负债率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 

82.2% 79.3% 78% 

2014 2015 2016 
中国中冶上市7年来首次资本市场再融资顺利完成,成功
引入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等优质战略投资人改善企业
的股东结构和资本结构。 

150 154 

186 

2014 2015 2016 

亿元人民币 

冶金 

工程

22% 非冶金

工程 

78% 



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亮点 

三、未来发展重点 



 
通过3～5年努力，承担引领中国
冶金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国家责
任，打造国际最顶尖的冶金建设
企业，争做全球最强最优最大冶
金建设运营服务“国家队。 
 

公司紧跟钢铁企业布局调整和产
业升级的步伐，强化高端引领，
重点关注产能置换、城市钢厂搬
迁项目以及冶金节能环保技术改
造市场。 

目标：公司以实现钢铁及有
色工业流程绿色化、智能化，
实现钢铁生产流程的节能减
排。 
 
技术成果：开发并实施了钢
铁制造流程系统集成优化、
低成本长寿化干熄焦、烧结
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治理、高
精度热轧带钢模型控制、低
品位红土镍矿资源高效开发
利用等技术，如特大型长寿
高效低耗高炉技术，在宝钢
湛江工程、越南河静工程中
得到成功应用。 
 
获得奖项：获得冶金科技奖
7项，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科学进步奖11项。 

科技支撑 

紧跟行业结构调整 

保持核心竞争力 

推动顶层设计方案落地 

公司建立在传统冶金流程中八大
部位、十九个业务单元的核心技
术和控制能力，牢牢巩固“冶金
建设国家队”的地位。 

宝钢湛江钢铁厂项目 

越南台塑钢铁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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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建设国家队 



公司成功承接一批标志性的交通
市政工程，合同额10亿以上的国
内交通市政基础设施项目20项，
并加大对轨道交通和机场等重点
行业的市场营销力度。 

公司已获得11个房建特级资质，
积极抢占高端项目、拓展高端市
场，着力打造高端房建的品牌价
值。 

部分重点工程 

房屋建筑及高端房建 

环境工程与新能源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 

公司提供包括城市垃圾综合处理、
城市供水电热管网建设、污水处
理、光伏发电等的全流程服务，
并率先成立水环境技术研究院。 

贵州高速签约仪式 

珠海横琴总部大厦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1 
贵州三施、三荔、紫望
三条高速公路 

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 

2 
黔东南州“十三五”农
村公路“建养一体化” 

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 

3 
四川遂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产业新城一期 

交通市政 
基础设施 

4 厦门花园国际大酒店 
房屋建筑及 
高端房建 

5 长春龙翔国际商务中心 
房屋建筑及 
高端房建 

6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型城镇化及基础设施 

房屋建筑及 
高端房建 

7 
昆明滇池西岸度假区生
态湿地建设 

环境工程 
与新能源 

8 
北京市昌平112MWp分布
式光伏发电 

环境工程 
与新能源 

9 
马鞍山市博望区博望河
水环境综合整治 

环境工程 
与新能源 

昆明滇池西岸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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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主力军 



地下综合管廊---解决城市痼疾，建设现代立体城市 

中国地下综合管廊的奠基人 

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施工里程保持领先 

未来市场广阔 

作为国内最早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者，公司倾力打造“中冶管
廊”品牌，中国中冶不仅积极参与了国家综合管廊规范的编
制，还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管廊投资建设专业化公司、第一
家管廊技术研究院、第一个千亿级管廊建设基金。 

2016年，新中标西安市、兰州市、深圳市等39个地下综合管廊
PPP和施工总承包项目，中标项目里程508.4公里，投资额501.3
亿元；新承揽的咨询、设计类项目涉及里程314.9公里；规划类
项目涉及995.2平方公里，在国内管廊市场中继续保持领跑地
位。 

预计每年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全国具备开

工条件的城市综合管廊项目共529个，分布在139个城市，总投资

额达3,000亿元。 

特色主题公园工程----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特色主题公园工程---项目亮点 

国内唯一参与全球两大顶
级主题公园建设的企业 
 
----国内第一批投身特色主题工
程项目施工的企业，2008年以
施工总承包的身份参加了新加
坡环球影城项目建设，并圆满
完成了任务，打响了品牌 
---上海迪士尼工程总承包商之
一，承建探险岛主题区 

 

新加坡环球影城 

武汉万达中央文化区电影乐园 

国内唯一一家拥有主题公园
设计施工资质的企业 

国内唯一一家主题公园专
业设计院 

广东珠海长隆国际海洋王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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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形成增长新动能 



海绵城市 美丽乡村和智慧城市 

海绵城市---项目亮点 

深圳市龙岗区阿波罗未来
城基础设施EPC项目，是
国内一线城市首个具备地
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2个
类型元素叠加工程。 
 
 

丽水河畔项目 

深圳后海湾填海区北区工程 

丽水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63.7万方，获国家绿色建
筑二星标识依湖而建，利
用场地优势，凸显海绵城
市理念： 
--透水铺装: 渗  雨水下渗 
--雨水净化: 净  收集和道
路的雨水，处理后排湖水 
--生物滞留：渗、滞、
蓄、净  绿地率达40%。 

积极践行 “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 

未来市场广阔 

成立中国中冶美丽乡村与智慧城市技术研究院 
2016年，中标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石岩村建设美
丽乡村项目、云南盐津县全域旅游及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射洪湖半岛国际度假区养老社区项目、两江新区
互联网产业园二期智慧规划等9个项目 

未来，中国中冶将目光瞄准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行业，
并将城市管廊、智慧城市、海绵城市和美丽乡村作为
拓展重点，发挥产研一体化优势和资本运作优势，争
做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尤其在海绵城市、美丽
乡村、智慧城市、城市管廊建设理念、设计和施工方
面的领跑者。  

成立中国中冶海绵城市技术研究院 
编制海绵城市规划，全力开展海绵城市领域的项目
开发与建设 
2016年，中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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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中心项目海绵城市改造工程等3个项目 

重庆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 四川螺湖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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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形成增长新动能 



海外合同订单大幅增长 

新加坡地铁汤东线建设勿
洛南站及隧道项目 

1.5亿美元 

第一次中标美国本土大型工程 

第一次获得海外地铁合同 

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350万t
钢铁全工艺合同 

8亿美元 

再次获得大型系统钢铁项目 

加州及佛州养老地产项目 
5.5亿美元 

海外合同订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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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及PPP工程 

 

PPP项目开展情况 

 2016年，公司共中标PPP项目122个，项目总投资额超

2500亿元，可撬动施工合同超过1750亿；2016年内已

签订PPP项目施工合同约为1100亿。 

钢铁冶金 

20% 

 

房建类 

工程 

60% 

 

交通市政 

6% 

资源与 
环境类 

6% 

其他项目 

8% 

20亿元以上的已签约PPP工程合同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额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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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PPP项目 62.9 

兰州新区地下综合管廊一期工程25条管廊项目 46.5 

贵州省赤水至望谟高速公路紫云至望谟段 41.7 

福建健康产业园（一期、二期）建设工程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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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综合管廊及市政路网东区项目 35.6 

马鞍山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PPP 项目EPC 总承包合同 34.8 



北京中冶德贤公馆 

南京中冶盛世滨江 

229.0 

194.0 

225.1 

17.9%

20.1%

27.2%

0%

5%

10%

15%

20%

25%

3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014 2015 2016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与毛利率 实施“3+6”战略，聚焦核心城市群 

深耕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深圳、珠海等重点城市 

投资金额：                141.5亿元 

签约销售面积：         138.3万平 

新购置土地：             4幅，22万平 

土地储备（确权）：  520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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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 

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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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图 

境外矿产 

巴基斯坦 
（铜、金、铅、锌） 

阿富汗（铜） 

巴布亚新几内亚 
（镍、钴） 

• 艾娜克铜矿，总资源量6.67亿吨，项目处于修改采矿合同谈判的过程
中，目前正在等待阿富汗矿业石油部对本公司提交的修改采矿合同详
细议题的反馈意见。公司将努力通过谈判争取使项目投资收益率能够
达到合理的水平，以便为项目取得实际进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希拉格兰德铁矿，  2016年
该项目累计生产铁精粉
15.65万吨，该项目现已停
产 

• 杜达铅锌矿，总资源量1055.6万
吨，  2016年初投产后累计生产
锌精矿15，403吨、铅精,1,994吨；
下部系统尚在建设过程中。2017
年计划上部系统出矿20万吨。 

• 山达克铜金矿，2016年累计生产
粗铜 14,136吨，实现利润总额
7244.3万元；2017年计划生产粗
铜10000吨 

• 瑞木镍钴红土矿，总资源量1.43亿
吨。 2016年累计生产氢氧化镍钴
57,826吨，含镍22,234吨、钴2,187
吨；2017年计划生产氢氧化镍钴含
镍金属量3万吨。目前正在研究实施
横向超产10%的方案以及纵向延伸
产业链的方案，促进深加工、开发
三元电池等新产品。 
 

阿根廷（铁） 

经营情况 

资源开发 

公司从事的资源开发
业务主要集中在镍、铜、
铅、锌等金属矿产资源的
采矿、选矿、冶炼等领
域。 

公司资源开发业务以
“精管理、强质量、降成
本、控风险、有回报”为
目标，依据现有项目的资
源禀赋，采取一矿一策的
治理策略，化解并逐步消
化劣质资源的投资风险，
提高优势资源项目的生存
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国家勘
察设计大师12人；中央直接联
系的院士专家3人；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专家4人；世界技
能大赛金牌获得者1人；中华
技能大奖获得者1人；全国技
术能手41人。 

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 

20个 

有效专利
18,996件 

 

2016年 
国家级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 

2家 

获得3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
奖，中国专利
金奖、优秀奖
数量屡创新高 2016年 

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1家 

高端人才队伍 

公司发布了《“冶金建设国家
队”行动手册》; 中国专利优
秀奖1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3项、主导编制的国际标准
立项2项发布参编国际标准2项，
发布主编的国家标准11项；并
大力推动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
标准编制工作。 

科技创新成果 

（列央企第四位建筑业央企第1名） 

 

强大资质保障 

3家子公司具有建筑工程、冶
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三特级
资质，8家子公司具有建筑工
程、冶金工程双特级资质，4
家子公司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
质；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数量
达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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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 



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亮点 

三、未来发展重点 



稳 创 

优 

为 

       紧紧围绕“战略执行”这一主线，突出“对外强化市场营销、对内加强 
精细管理”两个抓手 

 
       推进“基本建设、新兴产业和海外市场”三条战线取得突破，把握好 

“科技强企、人才兴企、项目管控、安全生产”四个着力点 

2017年，中国中冶将继续坚持“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的发
展愿景不动摇，紧紧咬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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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定位，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让冶金业务的传统比较优势更拔尖，让基本建设和新兴产业的
新的竞争优势更突出，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更加优异的业绩为
广大投资者持续创造更大价值！ 
 

19 

未来发展重点 

      提升“资本运作、风险防控、成本控制、员工素质和品牌形象”五个方面
水平和能力，全力打造中央企业“王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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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68666 

EMAIL：ir@mcc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