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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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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建 董事 工作原因 罗艳 

公司负责人罗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建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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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2,666,626,750.14 18,120,232,538.77 22,329,933,457.02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359,811,225.75 9,049,243,466.27 9,969,187,891.22 3.9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91,396,

782.01 

3,398,904,

990.87 

4,209,035,

074.54 
-47.94% 

7,691,096,

619.73 

7,884,075,

105.36 

10,168,24

6,756.00 
-2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6,703,83

2.58 

352,894,83

7.69 

386,677,35

1.68 
-33.61% 

756,279,76

2.10 

939,229,96

7.29 

1,022,121,

634.45 
-2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4,373,90

2.59 

357,913,93

9.44 

357,913,93

9.44 
-28.93% 

732,481,44

1.56 

951,962,32

3.23 

951,962,3

23.23 
-2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72,790,73

8.71 

788,687,07

6.21 

801,371,47

2.30 
-53.48% 

-1,102,543

,661.51 

1,469,749,

711.47 

1,012,532,

378.06 
-20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0.32 -34.38% 0.61 0.84 0.83 -2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0.32 -34.38% 0.61 0.84 0.83 -2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4.04% 3.42% -0.58% 7.76% 10.88% 10.07% -2.31% 

注：追溯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原因为报告期公司重组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完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45,0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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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288,597.68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24,278,419.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1,246.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35,170.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9,744.24  

合计 23,798,320.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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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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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86% 777,853,876 124,735,721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8,024,768 0   

中元国际工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5% 6,765,445 0 质押 3,382,722 

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3% 5,336,64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0.41% 5,090,716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0.40% 4,931,224 0   

郭进生 境内自然人 0.34% 4,182,3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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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容 境内自然人 0.32% 4,007,873 0   

博时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7% 3,299,682 0   

杨雅婷 境内自然人 0.26% 3,202,055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注
 653,118,155 人民币普通股 653,118,1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024,768 人民币普通股 18,024,768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6,765,445 人民币普通股 6,765,445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336,640 人民币普通股 5,336,64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5,090,716 人民币普通股 5,090,716 

阿布达比投资局 4,931,224 人民币普通股 4,931,224 

郭进生 4,182,340 人民币普通股 4,182,340 

郭华容 4,007,873 人民币普通股 4,007,873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99,682 人民币普通股 3,299,682 

杨雅婷 3,202,055 人民币普通股 3,202,0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

业，上述 2 名股东合计持有 784,619,321 股，占总股本的 63.41%，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郭进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 4,182,340 股公司股票；郭华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000 股公司股票，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3,989,873 股公司股票；杨雅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票，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202,055 股公司股票。 

注：2019年5月30日，公司实施完成了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

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元”）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上市事项。根据国机集团出具的“关

于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国机集团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公司股份653,118,155股自本次交易实施

完成之日（2019年4月10日）起12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方式转让；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执行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国有股权调整决定而导致的上述股份在本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之间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锁定期的限制。因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目前不再办理此类股份的主动锁定业务，因此国机集团持有的653,118,155股未办理限售锁定，实施自

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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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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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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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91亿元，同比下降24.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56亿元，同比下降

26.01%。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经济动能放缓，公司部分项目生效滞后，导致报告期营业收入出现一

定程度的下滑，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2、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比年初增长85.90%，主要原因为中国中元新开工工程承包项目较多，许多项目刚开始执行，处

于预付采购款阶段，未到结算期。 

3、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长42.7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下属公司加拿大普康控股有限公司新增对联营企业

垫付款项较多。 

4、2019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降低208.89%，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多个项目正处于执行阶段，

支付的工程款项较多，现金流出较多，相应的工程结算款尚未收到。 

5、2019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42.7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所需偿还的债务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向控股股东国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中国中元的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2019年1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269号），并分别于2019年2月18日、2019年2月20

日披露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2269号）之回复》及

其修订稿等相关文件。2019年2月27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9年第5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2019年3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工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21号）。2019

年3月21日，中国中元已取得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64426），国

机集团已将持有的中国中元100%股权过户至公司。2019年4月10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份上市，发行股份数量

123,268,370股，发行股份价格为10.31元/股。2019年5月30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上市，发行股份数量为1,467,351

股，发行股份价格为13.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9,999,994.13元。  

自重组中国中元工作启动以来，公司高层、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与中国中元积极对接，互派交流小组深入到各部门参

加生产经营工作，组织中国中元参加公司的驻外总代表、投融资、职业经理人、董监高等各类业务和管理培训，邀请中国中

元各生产院前来公司进行交流培训；同时，委派相关人员多次参加中国中元大讲堂活动，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认识，积极推

动了业务协同和优势互补。与此同时，双方在海外市场就医疗工程、索道工程、机场、房建等多个领域项目进行了深入沟通、

探讨、协同合作，如拉美地区的智利、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中亚东欧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马其顿，非

洲地区的乍得、安哥拉等。 

2、“双百行动”进展情况 

 2018年8月，公司被纳入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名单。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引入能与公司形成较好业务协同的战略投资者，

以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在公司及子公司范围内探讨中长期激励机制，进一步释放企业内部活力。公司将着力做好完善董事

会建设、落实三项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海外党建三个方面的工作，打造公司“双百行动”工作特色亮点。 

3、对外投资事项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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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3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认购中白产业投资基金的

议案》。根据该基金投资进度，中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香港公司）于2019年1月缴付172.95万美元，2019

年7月缴付41.69万美元，2019年10月缴付76.78万美元，累计已缴付456.91万美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62,127,68

4.08 
3,205,393.48 -70,819,571.66   

9,859,964.9

1 

91,308,112.

42 
自有资金 

其他 
423,688,89

6.44 
3,331,622.40 4,967,808.55 15,313,269.44   

428,656,704

.99 
自有资金 

合计 
585,816,58

0.52 
6,537,015.88 -65,851,763.11 15,313,269.44 0.00 

9,859,964.9

1 

519,964,817

.41 
-- 

（1）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机”）作为发行前股东持有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高新”）1.5%股权，2011年度将持有的上述股份划分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

计量。2019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农机持有蓝科高新532.8万股，公允价

值共计3,441.89万元。 

（2）中工香港公司作为基石投资者认购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股股票739.35万股，2013年度将持有的

上述股份划分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2019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截至2019

年9月30日，中工香港公司持有股份公允价值共计3,308.11万元。 

（3）加拿大普康控股有限公司在公开市场购买的权益性证券被归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公允价值计量，2019年根

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截至2019年9月30日，此类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为2,380.81万元。 

（4）其他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包括对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等，截至2019年9

月30日，公允价值共计42,865.67万元。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8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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