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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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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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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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源类企业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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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名称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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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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题

一、总体业绩情况

二、经营管理亮点

三、未来发展重点



总体业绩情况

财务概览

变 动2017年 2016年人民币亿元

6049 5024 20.4%新签合同额

2440 2195.6 11.1%营业收入

89.7 76.5 17.3%利润总额

归属上市公司 60.6 53.8 12.8%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总体业绩情况

新签合同

变 动人民币亿元 2017年 2016年新签合同分布情况

其他合同
8%

50246049 20.4%新签合同额

8%

工程合同

冶金工程/工程
之比为14.2%

5558.3 4560 21.9%工程合同

工程合同
92%

788.6 457.7 72.3%

为

冶金工程



总体业绩情况

营业收入

人民币亿元 2017年中期 2016年同期 变 动2016年2017年营业收入分布

2086.1 1876.4 11.2%工程承包装备制造
2%

资源开发
2%

249.1 225.1 10.7%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10%

62.6 51.1 22.4%装备制造

56.7 37.9 49.5%资源开发
工程承包

84%



总体业绩情况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率 2017年中期 2016年同期 变 动2016年2017年毛利贡献构成

工程承包 11.15% 11.05% 0.1pct
资源开发

5%

装备制造
2%

房地产开发 24.8% 27.2% 2.4pct 房地产开
发 19%

装备制造 9.2% 10.8% 1.6pct

资源开发 28.6% 11.5% 17.1pct工程承包
73%

*注：毛利总额：320亿，YoY13.6%



总体业绩情况

资产负债率稳步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与分红情况逐年提升

基本每股收益（元） 每股分红（元）

79.3% 78% 76.5%

0 24 0 25 0.26

2015 2016 2017
经营性现金流趋势稳定

人民币亿元 0.24 0.25

0.055 0.06 0.068

186 184

人民币亿元

2015 2016 2017

154 186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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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2017年度现金分红有待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2、2017年现金分红比例为23..25%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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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亮点

工程承包板块---基本情况

工程承包板块收入情况
2016 2017人民币亿元

世界级工程再添新员

公司签约2022年冬奥会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 这

477.2

880.4

318 6 200 2
481

936.8

438.6
229 8

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这
是继承建金砖会议、G20
会议、APEC会议、世博
会、夏奥会等国际盛会场
馆后 公司在世界顶级建

工程承包板块收入占比

318.6 200.2 229.8

冶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 其他工程

基本建设领域稳步前进

馆后，公司在世界顶级建
筑舞台上再次挺进世界级
工程。

23%

11% 冶金工程

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报告期内，公司成功签
约G30连云港—霍尔果斯

45%21%

11% 冶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
其他工程

约 连 港 霍尔果斯
高速公路(兰州北绕城东段
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建
设总投资133亿元，是中国
中冶目前中标的投资额最中冶目前中标的投资额最
大高速公路项目。



经营管理亮点

工程承包板块---冶金工程

冶金工程市场主导地位巩固

中冶因钢铁而生，冶金工程是立身之本！冶金建设国家队再拔尖、再拔高、再创业

“一带一路”沿线大型冶金工程“一个都不丢”市 导

牢牢抓住冶金工程市场复苏周期，进一步巩
固冶金市场主导地位；深化全流程、全功能、
全生命周期的业务 加大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

1 印尼Amonggedo镍铁厂项目 20.8亿

2 德信2*1780m3高炉工程项目 10.9亿

3 德信转炉炼钢连铸工程项目 9 9亿

带 个都

全生命周期的业务，加大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
能力攻关，加快环保电炉、脱硫脱硝、三废、
余热利用等绿色技术的推广，打造冶金行业的
绿色化和智能化。

3 德信转炉炼钢连铸工程项目 9.9亿

4 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7.2亿

5 越南和发炼钢总包项目 6.5亿

国内：新签河北纵横132亿元、宝武钢铁85
亿元、山东日照钢铁33亿元等；其中，在建最
大冶金工程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项目已于
2017年一季度开工2017年一季度开工
国外：越南和发炼钢总包项目6.5亿、印尼德
信350万吨钢厂主工艺线项目等，其中越南台
塑河静钢厂1号高炉成功点火以及马中关丹钢
铁产业园线棒材生产线投产。 全面建成的台塑河静钢铁1号

高炉系统
马中关丹钢铁产业园线棒材

生产线



经营管理亮点

工程承包板块---海外工程与PPP项目

累计情况 2017年情况

PPP项目情况海外订单保持稳定

人民币亿元

281个

5345
亿元 2724

170 5
410.7

573.1 570.5

281个
143个 亿元

中标PPP项目 项目总投资

PPP项目累计中标分布情况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170.5

2014 2015 2016 2017

24个
18个

基础设施类 46%
环境保护类 9%

带

柬埔寨港口和工业园等项目：1月份在李克强总理与
洪森首相见证下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吉隆坡凯宾斯基酒店及服务式公寓商业综合体项目：

131个 24个

50个
个

环境保护类 9%
保障性住房 6%
城镇化建设 9%
公共设施类 18%
园区开发类 12%

是公司在海外首次中标300米以上高楼工程项目，刷
出海外工程新高度。

公司还签订了包括科威特医保医院项目、俄罗斯圣
彼得堡宏福新城综合开发项目等2亿美元及以上项目

34个 园区开发类 12%
共12个。



经营管理亮点

工程承包板块—新兴产业

中国地下综合管廊的奠基人

2017年5月，公司在河北衡水举
办2017中国城市钢制综合管廊

特色主题公园

海南海花岛水上乐园办2017中国城市钢制综合管廊
新技术应用推广会;
2017年7月，全国首个装配式管

廊项目-衡水武邑钢制综合管廊
启动。

海绵城市

海南海花岛水上乐园

美丽乡村与智慧城市

云南省玉溪大河下游
装配式波纹钢制管廊新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综合管廊的新材料

应用，解决了普通钢材产能过剩问题，提高了钢结构产品在建
筑中的应用和城市建设水平。

地下综合管廊订单情况

康养产业

贵州独山玉水镇特色小镇
地下综合管廊订单情况

42个
417.4
公里

452.5
亿元

水环境治理

丹东幸福源国际康养基地

管廊项目 建设里程 投资金额 深圳布吉河流域综合治理



经营管理亮点

雄安新区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加 快 落 地 装 配 式

钢结构基地和苗木
基地建

 中冶创造了“深圳速度”
更要打造 “雄安质量”

管 廊 （ 地 下 空
间）：与新区多

基地建设

中冶综合管廊
科技发展有限公

次对接并提交了
管廊方案

司成功注册雄安
新区

中 国 五 矿 、 中
国中冶相继成立
了雄安新区办事
处，指挥部大楼
建成



经营管理亮点

房地产开发板块

总体经营情况 经营销售情况

投资金额：212.7亿元

施工面积：1074 3万平方米
购置土地情况：中国中冶通过公开市场招拍挂成功获

取地块7宗 获取建设规模约140万平方米；通过股权转 施工面积：1074.3万平方米

新开工面积：190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185万平方米

取地块7宗，获取建设规模约140万平方米；通过股权转
让方式获取地块4宗，总建筑规模约85万平方米。

市场地位：中冶置业在2017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排
名较去年提升6位排名第42位 成为近两年来百强榜单中 签约销售面积：142万平方米

签约销售额：232亿元

名较去年提升6位排名第42位，成为近两年来百强榜单中
提升速度最快的企业。

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情况 亮点项目
2016年 2017年人民币亿元 中冶承德兴隆新城·红石郡项目：2017年11月，以

12.91亿元竞拍价取得土地使用权，是中冶置业从单
一房地产开发到城市综合运营商(康养类）的转变之
作,预计2018年中实现项目首次开盘。

225.1
27.2%249.1 24.8%

作,预计2018年中实现项目首次开盘。

珠海中冶逸璟公馆项目：2017年6月28日，通过竞
拍以现金50.12亿元取得土地使用权，项目占地面
积17万平米，计容面积23万平米，为横琴自贸区自
2013年以来首次出让的纯住宅用地 预计2018年中

营业收入 毛利率

2013年以来首次出让的纯住宅用地，预计2018年中
实现项目首次开盘。



经营管理亮点

资源开发板块

价格走势情况 经营情况

目前在产境外资源开发项目情况如下：

巴新瑞木镍钴矿项目：全年平均达产率108%，单
月最高达到114%。生产氢氧化镍钴折金属镍34,664
吨，折 金属钴 3,307 吨 ， 同比分 别增加 55.91%和
51.21%，实现销售收入26.13亿元。，实现销售收 亿元

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前完成了北矿体920
万吨的剥离工作，并与巴方山达克金属有限公司签
署了《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租赁合同》，山营业收入与毛利率情况 署了 基斯 达克铜金矿项目租赁合同 ，
达克项目将进入第三个租赁期。全年生产粗铜
10,052吨，实现销售收入6.99亿元。

巴基斯坦杜达铅锌矿项目： 2017年12月20日，工

2016年 2017年人民币亿元

基斯 杜 铅锌矿项目 年 月 ，
期一年的竖井恢复工程提前2个月完成竣工验收并
试运行。全年生产锌精矿38,913吨、铅精矿5,079
吨，同比分别增加152.63%和154.71%，实现销售收
入3.08亿元。

37.9 11.5%

56.6 28.6%

营业收入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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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工作展望和决心

改革、转型和提升改革、转型和提升

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兴产业领跑者，
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

全面打造生产经营“五力”发展模式

对外提升市场开拓能力

两项重点工作

对外提升市场开拓能力

对内提升精细管理能力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冶金建设国家队再拔尖、再拔高、
再创业

注重强化原创技术引领地位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资本运作能力

以综合优势提升品牌竞争能力

--注重强化原创技术引领地位
--立足技术优势拓展业务空间

子企业项目管控主平台建设平



Q  &  A
联系方式

电话 010 59868666电话：010-59868666
EMAIL：ir@mcc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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