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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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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张忠林 个人原因 无 

独立董事 徐保良 因公出差 刘家强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数 4,933,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18

元（含税）现金股息，共派发现金股利 582,094,000 元，拟分配的现金股息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为 30.13%，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化学 60111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  涛 洪  玮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号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号 

电话 010-59765697 010-59765657 

电子信箱 litao@cncec.com.cn hongw@cncec.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概述 

中国化学是一家集研发、投资、勘察、设计、建造和运营一体化的知识密集型建筑工程企业，

是目前行业内资质最齐全、功能最完备、业务链最完整、知识技术相对密集的工程公司。公司所

属行业为建筑业，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建筑工程（化学工程、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实业和现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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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业务，工程业绩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和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全球最先进的交付技术和

工具，为业主提供安全、专业、智能、先进的工程服务，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工厂。 

(二)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建筑工程业务 

中国化学为业主提供项目咨询、规划、勘察、基础处理、设计、施工、安装直至开车、运营

维护以及投融资等工程建设全过程、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建筑工程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涵盖

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新材料、电力、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其中在煤化工领域，中国化

学掌握最核心和先进的技术，占据国内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公司致力

于研发、投资、设计、建造和运营一体化工程服务，并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并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

化专业人才队伍，具备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工程项目管理经验，完成多项国家“863 计划”

项目，在国内外荣获诸多奖项。 

经营模式：公司工程（施工）承包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工程总承包（EPC、EP、PC）、施工总

承包、施工承包和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是指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工程项目的勘察、

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竣工验收）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服务。施工总承包是指

建筑工程发包方将全部施工任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承包是指从业主或

施工总承包商处分包部分单项工程或某专业工程进行施工。专业承包指发包人将工程中的专业工

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完成的活动。 我公司较多采用的是工程总承包（EPC）和施工总承

包模式。勘察、设计、监理和咨询类工程服务经营模式相对前者较单一，每个环节受业主委托，

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国际和行业标准规范以及业主要求。 

实业及其他 

中国化学确立了“聚焦实业主业，走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发展道路，坚持“创新驱动、

实业兴企”，以技术研发为“核”，驱动工程、实业发展，聚焦于高性能纤维、特种合成橡胶、工

程塑料等高精尖材料研发，拓展新材料行业高附加值产品领域。 

经营模式：中国化学大力推进的实业模式主要为自行融资并投资，同时也鼓励二级企业作为

实业投资主体，具体负责勘察、设计、建造和运营, 采用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或通过联合研发、

并购重组以及购买等方式获得的高精尖科研技术进行产品生产并销售。 

（三）行业情况分析 

当前，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贸易

保护、贸易壁垒、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依然盛行；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各种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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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素、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国家提出要着力补齐铁路、公路、水运、机场等

领域短板，加快推进已纳入规划的重大项目，增加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专项债，京津冀一体化、

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军民融合等国家战略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仍将有广阔市场空间。 

2018 年，国内建筑行业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市场流动性趋紧，以及基建整体投资增速

放缓，特别是基础设施增速回落较多的影响，市场整体表现较去年有所下滑，全年实现总产值 23.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较上年的 10.5%有所回落，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电力）同比增长 3.8%。 

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包括化工、石油化工、煤化工的工程承包，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化工、石油化工、

煤化工的投资建设规模。2015 年至 2017 年，受国内化工行业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下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学工业领域产业升

级和低端产能淘汰成效显著，叠加严苛的环保政策，加快了石化、化工这一传统污染行业的产能

出清，为行业复苏拓展了市场空间。进入 2018 年，减税、降准等经济相关政策频出，中美贸易关

系存在缓和预期，油价创四年来新高，化工品价格上涨，化肥市场企稳回升，煤化工经济效益提

升，尿素价格创 5 年来新高，下游消费行业迎来需求修复，带动下游投资意愿，国内化学工程领

域景气度较高，全年投资增长 6.0%，结束了连续 2 年下降的局面。2018 年，国内化工行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 3.5%，实现利润 50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总体而言，化工行业总量将稳定增长，

到 2020 年总产值预计可达 16 万亿元。市场规模将发展扩大，国内大多数化工产品消费量预计可

保持年均 5%以上增长速度，其中化工新材料、高端专用化学品等年均增长率预计可达 8%至 10%。

化工产业供应能力将优化提升，国内化企通过淘汰“僵尸企业”等措施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开拓化工新材料、

专用化学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生物等高端市场，提高高端产品自给率和

占有率。整个化工行业产业布局有望得到合理调整，西部、东北等资源丰富地区结合区域市场发

展下游产业链，华东、华北、华南等地区依靠内地原材料和进口资源，发展差异化产品和高端、

环保类产业。 

进入“十三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石化产业，跻身世界化工大国，但行业

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距离化工强国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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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瓶颈尚未突破，如己二腈完全依赖进口、聚碳酸酯大量进

口，国内化工实业发展空间巨大。公司致力于发展化工上下游实业，做长业务链条，市场前景可

观。 

基础设施 

国内基础设施市场在融资政策收紧的影响下，2018 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所下滑。2019 年年基建

扩张被寄予厚望，将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以 PPP 项目为例，受监管新规等从严监

管政策的影响，相比于 2014 至 2017 年，2018 年 PPP 项目成交数量和规模均呈现下降趋势。2018

年财政部口径共成交 2185 个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2.73 万亿；市场全口径共成交 2513 个项目，总

投资规模为 3.16 万亿。财政部项目库在库项目总计 12553 项，总规模 17.55 万亿，其中，管理库

在库项目 8556 项，规模 12.90 万亿。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围绕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补齐铁路、公路、水运、机场、水利、能

源、农业农村、生态环保、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领域短板，加快推进已纳入

规划的重大项目。公司将充分把握住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自贸区和区域一体化等机遇，向

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商发展。 

环境治理 

随着国家政策对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和落地政策推动，在环保立法和执法双重升级的驱动下，

环保产业成为当下重要的发展机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2018 年，伴随环境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

和助力环保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地，环保产业潜在市场需求得到加速释放。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环保市场签订项目近 80 例，涉及总金额超 500 亿元，其中涉及烟气治理、水处理和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所占比例较大，而市政环卫、餐厨及土壤修复项目也有一定比例。2018 年上半年环

保领域并购案约 49 起，涉及交易金额超 230 亿元。海外并购增长迅猛，136 亿元的海外并购交易

额超过了上半年总并购额的一半，也是去年海外并购总交易额 51 亿元的 2.7 倍。2018 年我国节能

环保产业总产值约 7.5 万亿元。 

 

 

 

 

 



 6 / 9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97,022,670,769.61 87,481,328,742.71 10.91 83,884,173,155.73 

营业收入 81,445,477,064.29 58,571,427,269.28 39.05 53,075,755,593.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31,773,854.02 1,557,241,925.14 24.05 1,770,384,283.6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22,382,632.16 1,528,830,686.04 12.66 1,645,304,777.1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2,841,726,206.93 28,343,670,171.46 15.87 27,470,983,991.96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909,220,796.85 2,885,752,496.14 70.12 2,832,986,967.7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32 21.88 0.3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9 0.32 21.88 0.3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6.31 5.56 增加0.75个百

分点 

6.5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4,918,582,978.43 19,089,598,675.95 19,613,844,798.00 27,823,450,611.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0,146,379.39 684,356,852.40 541,284,396.51 305,986,225.7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79,372,997.29 594,206,403.51 515,544,554.29 233,258,677.0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1,782,398.39 3,767,174,289.49 -1,775,955,610.84 3,389,784,5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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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司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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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7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93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1,210,851,620 1,977,084,180 40.08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化学工程

集团－中信建

投证券－18中

化 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 

762,935,220 762,935,220 15.47 0 质

押 

762,935,220 国有 

法人 

国新投资有限

公司 

356,727,300 356,727,300 7.23 0 无 0 国有 

法人 

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0 143,068,000 2.90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95,774,642 108,659,990 2.20 0 无 0 国有 

法人 

北京诚通金控

投资有限公司 

91,260,500 91,260,500 1.85 0 无 0 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75,597,930 78,828,195 1.60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0 57,931,900 1.17 0 无 0 其他 

中化建工程集

团北京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52,475,447 52,475,447 1.06 0 无 0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25,077,711 46,000,000 0.9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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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

化学工程集团－中信建投证券－18中化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同为一家公司，中化建工程集团北京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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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4.45 亿元，同比增加 228.74 亿元，增幅 39.05% ；实现利

润总额 27.68亿元，同比增加 4.95 亿元，增幅 21.76% ；实现净利润 20.80亿元，同比增加 4.84

亿元，增幅 30.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2 亿元，同比增加 3.75亿元，增幅 24.05% 。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 月 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以及《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重分类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中；将“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重分类至“其他应

收款”中；将“固定资产清理”重分类至“固定资产”中；将“工程物资”重分类至“在建工程”

中；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重分类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中；将“应付利

息”、“应付股利”重分类至“其他应付款”中；将“专项应付款”重分类至“长期应付款”中；

在利润表中，将“管理费用”项下的“研发费用”单独分拆出来。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企业按照相关规定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相应调整。 

4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情况参见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