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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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中冶位列“ENR全球承包商250强”第六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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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时间 2009年09月

公司网址 www.mcc.com.cn

联系方式 86-10-59868666

2



目录

业绩情况

业务经营

未来展望

3



业绩亮点

高质量
发展

 合同订单强劲增长
     

  营业收入稳定增加
     
       2021年度增幅25%
       近5年复合增长率20%

   净利润再创新高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2021年度增幅18.2%
 历史首次破12,000亿
 近5年复合增长率19%

2021年度达到116亿

近5年复合增长率15%
2021年度净流入176亿
近6年均为150亿+以上

实现“十四五”开门红，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



新签合同额

资产负债率

营业收入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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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18.2%

+6.5%

   +25%

   -0.14pct 



财务数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总资产周转率
（次）

0.75 0.83   0.95               0.12

净资产收益率 6.90% 7.29%    7.96%       0.67pct

基本每股收益
(元） 0.27 0.32  0.35          0.03

财务费用
（亿元） 25 17.7    10.6           40%

   现金红利分配预案

 A股/H股股息率：
2%/4.9%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8元（含税）

 2021年度现金分红 
1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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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数据

新签合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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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构成

20.1%

18.6%

10%

12,050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各板块毛利率利润总额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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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数据

2020年 2021年

工程承包 74.4 116.1

房地产开发 34.7 0.1

装备制造 3.7 3.2

资源开发 3.7 18.5

单位：人民币亿元



营业收入构成 各板块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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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数据

27%

52.1%
5.1%

11.2%
5,006

单位：人民币亿元单位：人民币亿元



工程承包---基本情况

工程承包板块收入情况

工程承包收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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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LAMAN200万t/a氧化铝厂项目 59.9

云南玉溪玉昆钢铁产能置换升级改造项目 43.3

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 41.4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亿元）

湛江经开区东海岛产业园生态环境导向片区综
合开发暨东海岛产业园配套综合服务区项目 201.8

肇庆金利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活道横江产业
园基础设施项目 152

龙岗区吉华街道秀峰工业城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120

基本建设领域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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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板块---冶金工程

核
心
实
力

冶金建设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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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最强的冶金建设承包商和冶金企业运营服务商

2021年新签冶金工程合同额1578亿元，同比
增加10%，再创历史新高；

报告期内，中标河钢、玉昆钢铁、印尼德信钢
铁、盛隆产业升级技术改造、中天绿色精品钢等
多个重大冶金项目；

签约土耳其ERDEMIR4号焦炉和化产项目，进
一步在欧洲市场擦亮中冶品牌。

发
展
方
向

公司快速启动“181计划”首批37项、第二批25项
重大研发项目的立项实施工作；

在冶金建设智能化方面，公司智能制造基于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三个一体化解决方案架构不断拓展；

在冶金建设绿色化方面，公司重点在长短流程低碳冶
炼相关技术方面加快推进部署，快速建设好、发展好中
冶低碳技术研究院。

始终坚持以独占鳌头的核心技术、持续不断的革新创新能力、无可替代的冶金全产业
链整合优势，承担起引领中国冶金走向更高水平、走向世界的国家责任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钢铁工业的新革命

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高效化

到2030年，打通短流程
的氢冶金电炉生产技术及
工艺装备，加快推广薄板
坯连铸连轧、铸轧一体化
等少界面工艺，支撑行业
降碳，助力钢铁行业实现
碳达峰。

到2050年，完成高炉氢冶炼
技术、氢基竖炉及回转窑直接
还原、氢基熔融还原、钢-化联
产、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颠覆
性战略前沿技术的突破，推动
高水平碳中和技术的推广应用。

到2025年，以氢冶金为
主线进行钢铁行业流程再
造，突破长流程的富氢烧
结、全氢球团、富氢高炉
炼铁、全氧高炉等低碳冶
金技术，实现减碳。   

到2022年，广泛应用高
富氧、高风温、能源集
中管控、金属料加入、
优化燃烧、余热回收利
用、固废回收利用等技
术。

低碳高效化

宝武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

 氢冶金

河钢宣钢氢能源冶金示范工程



工程承包—新兴产业

文旅

工程

新能源

工程

合肥新桥智能电动车产业园

北京环球影城

厦门翔安会展中心

大型
场馆

北京冬奥会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雄安新区中央绿谷

浙江衢州体育中心

新加坡万礼生态园

淮安西游记文化体验园

兰州奥体中心

南京美术馆新馆

黄石新港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厦门天马电子厂房工程

大众汽车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区工程



房地产开发

2021年经营情况

新开工面积：79.6万平方米   竣工面积：240.4万平方米

投资金额：152.6亿元  新购土地计容面积：156万平方米

2021年主要土地购置情况

北京东坝地块                       计容建面4.8万㎡           

 南京板桥新城G35地块        计容建面1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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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城WG-59地块          计容建面12.2万㎡ 

北京大兴新城核心地块        计容建面19.3万㎡      

强大的运营能力

 成功转型国内领先的城市开发运营商

 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重点发展区域
并辐射全国的战略布局

 加快在重点区域储备优质土地的工作步伐

 连续第四年位列“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第
40位

北京中冶德贤御府

签约销售均价：2.39万/平   签约销售额：163.3亿元 



资源开发

15

项目 品种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巴新瑞木红土镍钴矿
镍 31,594吨 32,790吨

39.2亿元 +50% 15亿元 +624%
钴 2,955吨 3,033吨

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 粗铜 18,806吨 15,860吨 13.4亿元  +41% 1.8亿元 +74%

巴基斯坦杜达铅锌矿
铅 7,277吨 6,546吨

5.4亿元  +2% 2亿元 +68%
锌 35,391吨 31,962吨

防疫情，稳保生产

促销售，快挖快卖

控成本，降本增效

在产矿山运营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阿富汗艾娜克铜矿项目

世界级待开发千万吨铜矿

维护矿权，保障安全

争取政策，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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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强大的资质保障

  截至2021年12月

5家子企业具有冶金、房建、市政和公路四特级资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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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数量达41个

长期坚持走高技术高质量创新发展之路

科研投入174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3.5%

全年新申请专利11,868件

发明专利5,648件、授权专利7,881件

累计有效专利40,477件

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詹天佑奖5项、鲁班奖6项

组建4个低碳技术研究院

成立碳排放评估认定中心



17

社会责任&美誉殊荣

打造市场品牌，获得业内肯定持续创新发展，共筑世界未来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乡村振兴、抗洪
救灾、疫情防控等领域积极贡献力量。  连续十年荣获港股金紫荆奖

 连续四年荣获金圆桌“最佳董事会”奖

 连续五年荣获上交所信息披露A级评价

 首次入选《巴伦周刊》2021价值潜力中国公司Top50

 成立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从战略层面关注环境、社会责任
和公司治理。

 连续13年发布社会责任暨ESG报告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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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美好中冶，长富久安”目标不懈奋斗！

市场订单

   12,500亿元

营业收入

  5,500亿元

强党建强党建

谋创新

精管理促改革

控风险

稳增长

2022年目标



Q  &  A
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68666
EMAIL：ir@mcc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