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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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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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中冶位列“ENR全球承包商250强”第八位，连续12年位列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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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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回顾

高质量

合同订单
2020年上半年增幅22%
连续7年实现10%+增长

营业收入
2020年上半年增幅13.6%
近5年同期复合增长17%

高质量
发展

经营现金流净额
上市以来首次转正，2020H1净流入
14.1亿元，较同期增加66.4亿元

归母净利润
2020年上半年增幅13.8%
近5年同期复合增长10.4%



中冶精神

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

火速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建设
任务，抢建鄂州雷山医院，连夜支援洪山体
育馆“方舱医院”建设，累计参建40家医

 1月23日，第一时间发出全集团疫情防
控狙击“动员令”；

 1月26日（大年初二）紧急召开防控疫育馆“方舱医院”建设，累计参建40家医
院， 6家转制医院2,000余名医护人员投身
抗疫，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等多部门表彰

国内，向社区街道提供床位25,000余张；捐
献10000+N95口罩，22万只医用口罩、3200
件医护服；海外，向7个国家或地区政府，
捐赠防疫物资9次，累计金额约450万

全力保障国计民生的工程项目优先开复工确
保重大社会民生项目安全、优质、如期履约

抗
击
疫
情

复
工
复
产

 1月26日（大年初二）紧急召开防控疫
情电话会议，进入“战时状态”

 2月5日召开海外企业生产经营调度会议；
前后召开11次专题会，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与复工复产部署

 2月下旬总部即恢复正常上岗
 3月下旬项目开工率达90%，项目现场人

员超50万人，作业强度提升至往年正常
水平；

 4月初全级次企业复工率达100%，为公
司二季度业绩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主要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0年中期 2019年中期 2018年中期

新签合同额 4,652         22% 3,815 3,116

现金红利分配情况

 2019年度现金分红
14.9 

营业收入 1,806     13.6% 1,590 1,261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35.9  13.8% 31.6   29.1

资产负债率 75.7%   -1.1PCT 76.8% 77%

 A股/H股股息率：
2.6%/5.9%

14.9 亿元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2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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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52.3

14.1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3.51%
3.71%

3.76%

2018年中期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0.29

0.36
0.38

2018年中期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基本每股收益总资产周转率

0.12

0.13

0.14

2018年中期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2018年中期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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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数据

2% 1%
1%

单位：人民币亿元

新签合同构成

3815 3665

4652 4495

3873

工程合同构成

28.4%
同比增长

22.6%
同比增长

22%
同比增长

96%

工程承包 房地产开发 装备制造 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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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5

648

3017

622

新签合同 工程合同 冶金工程合同 非钢工程合同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7%

1451 1635

单位：人民币亿元

营业收入构成 各板块营业收入

板块数据

12.7%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89%

3%

1%

工程承包 房地产开发 装备制造 资源开发

104

37
23

131

48

15

工程承包 房地产开发 装备制造 资源开发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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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同比增长

28.6%
同比增长



14%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

各板块毛利率（%）毛利构成

板块数据

80%

4%

2%

工程承包 房地产开发 装备制造 资源开发

20.8%
14.8%20.4%

9.6% 19.2%
11.4%

27.6%
9.4%

资源开发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工程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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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基本情况

工程承包板块收入情况

294

674

310
173

318

835

320
162

2019年中期 2020年中期人民币亿元

坚持“冶金建设国家队”定位不动摇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中天钢铁绿色精品钢（通州湾海门港片区）项目 72.0

中新钢铁特钢板材减量置换技改项目 25.1

印尼镍铁总包三期供货项目 25.3

19%

51%

20%

10%

冶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

其他工程

工程承包板块收入结构

冶金工程 房屋建筑工程 交通基础设施 其他工程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融安至从江高速公路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 64.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分院（廊坊院区）
EPC项目

47.5

四川轻化工大学东部新城校区建设工程 40.4

基本建设领域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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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板块---冶金建设国家队

全球最大最强的冶金建设承包商和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

以无可替代的技术优势

为钢企提供全产业链整体解决方案

未来：产能置换、城市钢厂搬迁、环保升
级、结构调整、智慧制造确保国内外重大钢
铁项目绝对主导地位不动摇，不断迈向冶金
价值链高端，增强绝对引领力和控制力

国
内

市场开拓

未来：不断优化海外市场、绿色布局，深耕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深入研究已布局
市场和全球前50大钢铁客户，实现全球冶金
市场占有率在60%的基础上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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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突破重围，中标一大批产
能转移、技改置换等重大冶金建设项目

国
际

 2020年，实现中国冷轧硅钢技术和高端冷
轧成套设备向欧洲输出



工程承包—新兴产业

地下综合
管廊

地下管廊建设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亿元）

河南省鹤壁东区综合管廊项目 17.8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8.8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亿元）

湖北襄阳市派拉蒙影视主题乐园及配套项目 15.2

深圳宝安空港新城管廊主廊体

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设计和建设承包商

特色主题
北京通州环球影城(在建）

湖北襄阳市派拉蒙影视主题乐园及配套项目 15.2

新加坡万礼生态雨林北部公园总承包项目 12.6

扬州2021世界园艺博览会世博园项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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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主题
公园

新能源

电子产业

南京台积电12吋晶圆厂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亿元）

福建省龙岩智慧居家产业项目
40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12英寸集成电路制造项目 29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厂房 9.6

新能源及电子产业建设



生态环保产业

生态环保环建设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安徽马鞍山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16.2

河北廊坊市三河东部矿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0.5

成都市环城生态区生态修复综合项目 6.1

遂宁市高新区涪江流域舒家河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5.5

生态环保运营

运营污水处理厂

29家

垃圾焚烧发电厂

3座

日设计处理能力

240万吨

遂宁市高新区涪江流域舒家河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5.5

成都环城生态修复综合项目成立中冶环保公司

 7月，公司设立中冶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进一步优化水务业务资源配置，整合在手运营，
污水处理项目,开拓垃圾焚烧发电、土壤修复、
环境治理业务领域，做大做强生态环保产业，
发挥新兴产业领跑者地位

3座



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级钢结构工程技术中心

9个

最早开展钢结构制作业务的央企之一 中冶成都（简阳）建筑科技产业园-自动化焊接

钢结构生产基地

29家
住建部认定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5个

钢结构基地年产能近

200万吨

9个

装配式建筑技术研究院

3家
北京/ 河北/上海

北京通州环球影城项目-装配式装修



房地产开发

2020年H1经营情况

投资金额：151亿元

施工面积：1101万平方米

新开工面积：153.8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105.5万平方米

签约销售面积：33万平方米

重点项目

青岛中冶德贤公馆项目

珠海中冶逸璟公馆项目

计容土储：323.2万平方米

秦皇岛中冶德贤华府项目

石家庄中冶德贤华府、德贤盛世广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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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珠海横琴岛总部大厦项目强大的运营能力

 成功转型国内领先的城市开发运营商

 聚焦深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
大核心经济圈、积极开展多元化布局

 连续四年位列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前40

 2020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盈利性TOP10



品种 产量 完成年计划

巴新瑞木镍钴矿

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

巴基斯坦山杜达铅锌矿

资源开发

2020年H1经营情况

保生产：一手紧抓疫情防控，一手紧抓生产经营；
确保三个重点在产项目的达产平稳运营

促销售：积极应对金属价格波动，动态调整销售
策略，亏钱不卖，实现最大化利润

控成本：持续优化生产技术指标，重点抓好降本
增效，全力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镍 13,802吨 49.7%

钴 1,169吨 44%

铜精矿 8,353吨 30%

铅 5,418吨 40%

锌 30,809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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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全力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中冶瑞木镍钴矿冶炼厂



技术创新

2019年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3项

长期走高技术发展之路

累计有效专利

30,663件

强大的资质保障

2

6
4 3

累计获国家科学技术

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26个

H1新申请专利

4,735个

截至2020年上半年

 3家子企业具有冶金、房建、市政和公路四特级资质；
 5家子企业具有冶金、房建、市政三特级资质；
 4家子企业具有冶金，房建双特级资质；
 5家子企业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数量达37个

专利数在所有央企

排名第4
四特 三特 两特 单特

累计获国家科学技术

奖51项，一等奖4项



未来展望

国企改革

 4家“双百企业” 完成混改方案
中冶赛迪、中冶南方、有色院、十七冶4家企业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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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改革方案

 1家入选“科改示范行动”
中冶京诚已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开展项积极目契约化管理
选取大型重点项目开展契约化管理和模拟法人制试点

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内生活力



未来展望

坚定信心，确保全面完成年度预算目标

抢抓机遇，确保市场订单突破一万亿

下半年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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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确保市场订单突破一万亿

强化履约，确保工程项目的有效管控

严控风险，确保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科技创新，确保冶金建设国家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未来展望

坚定不移做强世界第一冶金建设国家队，加速升级再造

稳扎稳打做优基本建设主力军，加速提升再上新台阶新优势

聚焦中冶主业，建设美好中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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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扎稳打做优基本建设主力军，加速提升再上新台阶新优势

持续赋能壮大新兴产业领跑者，加速突破再拓新空间

长期走高技术高质量发展之路



Q  &  A
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6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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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9868666

EMAIL：ir@mcc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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