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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2019-57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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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钢国际 股票代码 0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质岩 尚晓阳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8 号 

电话 010-62688196 010-62686202 

电子信箱 entec@mecc.sinosteel.com entec@mecc.sinostee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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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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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6,075,344,011.16 2,809,986,057.62 2,880,221,835.32 1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901,933.16 236,270,306.09 236,764,591.55 1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3,183,467.99 232,946,764.72 232,946,764.72 -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113,196.83 374,196,658.48 374,308,575.39 -6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84 0.1880 0.1884 1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84 0.1880 0.1884 1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5.09% 5.0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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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0,014,901.50 15,568,104,607.80 15,568,104,607.80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49,573,299.41 4,533,549,544.31 4,533,549,544.31 2.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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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3% 406,262,246 406,262,246 
质押 386,209,111 

冻结 20,053,135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7% 235,845,969 235,845,969 质押 219,074,352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0% 44,016,017 44,016,017 质押 44,016,017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2.20% 27,672,955 27,672,95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 
其他 1.63% 20,496,449 0   

中航证券－宁波银行－中航祥瑞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53% 19,201,259 19,201,259   

杭州新域欣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12,578,616 12,578,616   

罗桥胜 境内自然人 0.38% 4,801,837 0   

江阴市长江钢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3,773,585 3,773,585   

周志军 境内自然人 0.24% 3,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钢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钢股份、中钢资产分别

为中钢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是一致行动人。中航祥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之一陆

鹏程担任中钢股份副总经理。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罗桥胜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2,812,480 股股份，通过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 1,989,357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4,801,837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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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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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定位于钢铁领域业务特强，矿业、电力、煤焦化工及其它非钢铁领域业务协调发展的工程技术公司，致力于打造中
国一流、国际知名并具有一定投资运营能力的国际工程承包商。业务布局主要分为以钢铁、电力、煤焦化工、石油化工和金

属矿业等领域工程建设为主的工业工程和工业服务、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的市政工程及投资运营、以大气、水和固废治理及

清洁能源利用为主的节能环保、以智能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四个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均未发生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7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0.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10.62%。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1.18亿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根据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日执行新准

则与现行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未分配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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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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