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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6年度及 2017年三季度业绩波

动不影响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建设”、“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通过发审会审核，并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建

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802 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

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

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的操作规程》（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

（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的规定，鉴于公司已经披露《2016 年

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对 2016 年度及 2017 年三

季度的业绩波动情况等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业绩情况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编制的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7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033,629.40 1,152,949.45  1,029,492.92  1,021,104.05 

营业成本 949,032.23 1,026,016.99  896,905.02  898,453.46 

营业利润 16,024.95 36,755.19  45,381.20  46,748.47 

利润总额 16,890.18 43,071.17  46,566.46  47,451.58 

净利润 12,275.43 32,098.84  36,668.05  36,552.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9,937.73 31,630.98  34,679.09  33,271.75 

2014-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021,104.05 万元、

1,029,492.92 万元及 1,152,949.45 万元，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别较

上年增长 0.82%及 11.99%，2014 -2016 年，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分别为 33,271.75万元、34,679.09万元及 31,630.98

万元，2015 年及 2016 年分别较上年增长 4.23%及-8.79%。虽然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整体经营环境、原材料成本上升

以及产品价格走低等原因，使得净利润相对有所减少。总体而言，公

司 2014 -2016 年经营情况较好。 

2017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 1,033,629.40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28.45%；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937.73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45.22%；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9,435.8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71%。公司 2017 年 1-9 月业

绩相比 2016 年同期波动较大，一是随着国家对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强，

砂石料场的关、停、限产治理整顿，导致原料供应紧张，主材价格变



动频繁且上涨幅度较大，销售毛利空间下降；二是公司加大科研投入

力度，研发费用同比增幅 51.62%；三是营业外收入同比降幅较大，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收到政府拆迁补偿款较多所致。 

公司 2014 年至 2017 年各年度 1-9 月的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033,629.40 804,663.73  742,025.44  719,594.07  

净利润 12,275.43 18,235.65 24,244.51  19,224.35  

前三季度净利润占

全年净利润的比例 
- 56.81% 66.12% 52.59% 

公司 2014-2016 年 1-9 月的净利润占全年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

52.59%、66.12%和 56.81%，这主要与公司所处行业性质及业务区域

有关。由于预拌混凝土的生产须与建筑施工保持同步，建筑施工在全

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受到上半年北方冬歇期及春节

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报告期各年度 1-9 月的净利润基本在 50%-65%左

右。 

虽然公司 2017 年 1-9 月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但随着季节性因

素的消失、产品原料涨价向下游传导、以及公司加快推进结构转型，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依然向好。 

二、关于业绩变化是否导致公司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百分之九十； 

（二）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认购的股份，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  

（三）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四）本次发行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的，还应当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

消除；  

（三）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四）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五）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六）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

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

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

除外；  

（七）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 2017 年 1-9 月业绩变化未导致公司违反《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公司财务状况正常，符合我国法律、法规



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三、关于业绩变化的相关内容披露 

（一）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化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在

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发审会前是否已经充分提示风险； 

2016 年 1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对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发审会后，公司的全年经营业绩一直相对平

稳，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4,679.09 万元和 31,630.98 万元。2017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有所下

滑，主要与公司所处行业性质及业务区域有关。公司各年 1-9 月的净

利润占全年净利润的比重均在 50%-65%左右，此种情形在发审会前可

以合理预计。 

（二）发审会后经营业绩变动的影响因素，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

化，是否将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17 年 1-9 月的业绩变化主要与公司所处行业性质及业务区域

有关，其市场环境和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目

前公司受惠于“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建设方针，随着产品原料涨价

向下游传导以及公司加快推进结构转型，公司未来业务发展依然向

好，预计不会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或者其他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对本次

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扣除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建工以其拨入西部建设的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金尚未转增资本而形成的债权认购的金额 20,500 万元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现金发行规模不超过 182,005.86 万



元，具体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元） 

1 商品混凝土生产网点建设项目 84,472.00  

2 商品混凝土技术改造项目 25,617.50 

3 产业链建设项目 7,900.00  

4 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44,016.36 

合计 182,005.86 

上述募投项目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7 年 1-9 月的

业绩变化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公司 2016 年营业收入有所增加，但由于整体经

营环境、原材料成本上升以及产品价格走低等原因，使得净利润相对

有所减少。总体而言，公司 2014 -2016 年经营情况较好。公司 2017

年 1-9 月的业绩变化主要与公司所处行业性质及业务区域有关，不会

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0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