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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618                                             公司简称：中国中冶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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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国文清，副总裁、总会计师邹宏英及副总会计师、计划财务部部长

范万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除特别注明外，本报告所有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00,383,948  458,506,213  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0,061,919  97,949,725  -8.0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54,638  -10,634,67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7,973,080  228,084,956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07,358  4,034,802  1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203,482 3,724,088 12.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9 5.83 减少 0.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9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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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533 24,01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41,549 317,179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0 3,93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34,372 52,9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36,901 134,2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46 -35,375 

所得税影响额 -23,533 -93,067 

合计 92,576 403,876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1）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87,1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 
10,190,955,300 49.18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2）

 
2,841,237,051 13.71 0 无 0 其他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 
1,227,760,000 5.9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620,195,642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8,847,485 0.9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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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90,087,800 0.58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景春 76,843,188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

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72,614,778 0.35 0 无 0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0.31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0,190,9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90,955,3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

 2,841,237,051 境外上市外资股 2,841,237,05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227,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7,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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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20,195,642 人民币普通股 620,195,6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8,847,485 人民币普通股 228,847,4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0,087,8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87,800 

张景春 76,843,188 人民币普通股 76,843,18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

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72,614,778 人民币普通股 72,614,77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3,51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1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注（1）：表中所示数字来自于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股东名册。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H股乃代表多个权益拥有人持有。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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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率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56,213   2,162,432  -41.91% 公司持有的交易性权益工具减少 

预付款项  32,117,252   24,705,845  30.00% 公司预付分包款项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12,565,411   5,856,396  114.56% 公司发行短期债券增加 

少数股东权益  36,129,266   18,955,783  90.60% 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增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1-9月）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少数股东损益  1,287,589   893,718  44.07%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4,638  -10,634,670 不适用 

主要是项目正常开展收到的工程

款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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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签合同情况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累计新签合同额7,00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1%。其中，新签工程

合同额6,759.1亿元。 

 

3.3 报告期内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和

避免同

业竞争 

中冶

集团 

中国中冶控股股东中冶集团承诺其

将避免从事或参与与中国中冶的主

营业务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2008年 12

月 5日 

否 是 - - 

与战略

重组相

关的承

诺 

解决和

避免同

业竞争 

中国

五矿 

1、对于中国五矿及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目前与中国中冶重合的业务，中

国五矿将结合企业实际以及所处行

业特点与发展状况等，积极运用委

托管理、资产重组、股权置换、业

务调整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减小双

方的业务重合问题。2、本次收购完

成后，中国五矿及其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地新增与中国中冶相竞争的业务

2016年 2

月 17日 

否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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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不再新设立从事与中国中冶

相同或者相似业务并对中国中冶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控股子公司。

中国五矿将对所控制的企业进行监

督，必要时将采取一定措施。3、在

符合上述第 1及第 2项原则的前提

下，本次收购完成后，如中国五矿

控制的非上市子企业或其他非上市

关联企业将来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与

中国中冶的主营产品或服务有可能

形成竞争,中国五矿同意中国中冶

有权优先收购该等产品或服务有关

的资产或中国五矿在子企业中的全

部股权。中国中冶有权自行决定何

时要求中国五矿向其出售前述有关

竞争业务。4、在中国中冶审议新增

业务领域是否与中国五矿存在同业

竞争、以及是否决定行使上述选择

权和优先购买权的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上，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

表决。5、中国五矿保证严格遵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

中国中冶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

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

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中国中冶和

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上述承诺在

中国五矿对中国中冶拥有控制权或

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期间内持续有

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中国五矿违

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中国

中冶造成的一切损失。 

与公司

债相关

的承

诺  

其他  中国

中冶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2017 公司债”）的存续期内，

如公司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期债券

本息或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1）不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2）不减少注册资本金。 

2017年 10

月 25日

-2022年

10月 25

日 

是 是 -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2018 公司债”）的存续期内，

2018年 5

月 8日

-2023年 5

是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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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司预计不能按期偿付该等债券

本息或在该等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将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1）不向普通股股东分配利润；

（2）不减少注册资本金。 

月 8日 

2017公司债和 2018公司债的债券

募集资金仅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

使用募集资金，不转借他人使用，

不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房地

产业务，并将建立切实有效的募集

资金监督机制和隔离机制。 

2017公司

债、2018

公司债发

行日 

是 是 - -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国文清 

日期 2020年 10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