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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17-24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98,652,2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钢国际 股票代码 0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质岩 尚晓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 

传真 010-62686203 010-62686203 

电话 010-62688196 010-62686202 

电子信箱 entec@mecc.sinosteel.com entec@mecc.sinostee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经营性资产中钢设备有限公司是集国内外钢铁、矿山、电力、煤焦化工、节能环保、基础设施

等领域工程总承包、成套设备及备品备件供应、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及设备监理、机电产品设计与制造为

一体，开展专业化、国际化经营的工程技术公司。中钢设备主要业务分为以钢铁、电力、煤焦化工和矿山

项目建设为主的工业工程和工业服务、以城市基础设施PPP和城市单轨交通为主的市政工程和投资运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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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大气及固废治理、清洁能源利用为主的节能环保、以智能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四大

板块。  

     2016年，在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工程总承包完成合同额百名排序”中，公司工程总承包完成合同额位列

全行业第13名。公司连续8年入选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和最

大250家全球承包商”，分别名列第190位和160位。公司承建的土耳其ICDAS BIGA电站2号机组工程获得

2016-2017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公司所属企业多个项目荣获省、部级优秀工程设计、咨询奖及冶金科学技

术奖。中钢天澄正在执行的《城市料场（灰场）扬尘控制阳光膜封闭技术与材料》项目被列入“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9,443,733,859.

99 

9,751,282,013.

99 
9,768,641,481.35 -3.33% 

11,061,334,031

.30 

10,724,571,900

.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2,412,895.81 470,184,207.95 471,636,383.47 8.65% 182,475,491.54 159,305,84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8,980,271.95 534,760,106.79 534,760,106.79 4.53% -71,135,656.94 -91,506,856.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98,750,766.

40 
484,284,089.42 485,566,861.51 -388.07% 538,703,870.93 538,122,90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17 0.7317 0.7340 7.86% 0.3416 0.29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17 0.7317 0.7340 7.86% 0.3416 0.29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0% 18.09% 17.71% -1.81% 8.94% 7.94%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3,675,602,441

.45 

13,445,014,061

.27 

13,507,643,647.0

3 
1.24% 

10,708,842,862

.76 

10,772,200,118

.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199,708,523.

53 

2,832,436,043.

95 
2,840,922,130.73 47.83% 

2,367,418,099.

59 

2,373,749,713.

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无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27,894,747.83 2,443,377,498.92 1,950,997,447.87 3,521,464,16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272,380.37 145,697,224.65 136,882,065.13 127,561,22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9,848,724.73 146,799,818.17 137,929,828.27 174,401,9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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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697,009.91 -425,500,617.32 91,404,641.18 -442,957,780.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4,69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00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1% 225,701,248 225,701,248 
质押 112,850,624 

冻结 11,140,631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8.75% 131,025,539 0 质押 65,512,770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7% 24,959,509 24,959,509 质押 1,997,574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2.20% 15,373,864 15,373,864   

中航证券－宁波银行－中航祥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53% 10,667,366 10,667,36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优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7,033,901 0   

杭州新域欣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6,988,120 6,988,12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0.96% 6,713,932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其他 0.91% 6,351,52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68% 4,755,4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

司、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为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一致行动人。祥瑞

计划委托人之一陆鹏程担任中钢股份副总经理。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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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本公司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年度报告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风险因素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公司紧紧把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机遇，狠抓市场开拓、业务和商业

模式创新、项目执行，继续推进 “国际化、多元化”战略转型，保持了稳健增长的良好态势。成功签署伊朗

综合钢厂、俄罗斯烧结、玻利维亚综合钢厂、西上庄低热值煤热电、阿尔及利亚球团、阿尔及利亚直接还

原铁等一批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签约合同金额以及在手合同额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公司继续加大

基础设施领域BOT、PPP项目的开拓力度，在污水处理、发电、道路建设及土地整理、节能环保、煤焦化

工等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武汉天昱金属3D打印技术市场化推广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2016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4.4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2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钢

设备实现盈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5.54亿元，完成了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承诺。截止报告期末，公

司资产总额为136.76亿元，同比增加1.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2.00亿元，同比增加

4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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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工程总承包 8,497,294,397.08 1,632,507,253.99 19.21% -3.36% -6.54% 2.7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增值税会计处理

规定》规定：全面试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

目核算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本公司已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对于2016年5月1日至该规定施行之间发生的交易由于该规定

而影响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等财务报表列报项目金额进行了调整，包括将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从“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924,319.78元，对于2016年1月1日至4

月30日期间发生的交易，不予追溯调整；对于2016年财务报表中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也不予追溯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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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购买方名称 主要经营地 股权取得比例 购买日 最终持股比例 

长沙官桥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宁乡县 45% 2016年12月31日 75% 

 

2．本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被合并方名称 主要经营地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

权益比例 
合并日 最终持股比例 

湖南中钢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70% 2016年8月31日          70% 

 

3．截止年末本公司本年新增设立以下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持股比例 

中钢设备（呼伦贝尔）水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90% 

中钢设备（土耳其）有限公司 土耳其 100%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俄罗斯）有限公司 俄罗斯联邦哈卡斯共和国 100% 

中钢设备（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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