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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2-45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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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3、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不适用 

4、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成股份 股票代码 0001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耀伟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 9 号  

电话 010-86623518  

电子信箱 complant@complant-lt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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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303,439,205.83 183,053,547.74 716,245,244.52 8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3,017.16 -39,717,076.46 -32,598,024.19 8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168,651.47 -55,627,424.36 -55,627,424.36 87.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234,494.67 -154,543,626.26 -197,315,417.81 227.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1342 -0.1101 88.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1342 -0.1101 88.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6.43% -6.41% 5.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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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905,280,144.44 3,673,146,159.18 3,673,146,159.18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2,754,504.75 895,183,318.65 895,183,318.6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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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0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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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79% 134,252,133 29,436,033  0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36% 24,834,437 24,834,437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1% 16,556,291 16,556,291  0 

沈德虎 境内自然人 0.54% 1,818,849   0 

唐永信 境内自然人 0.44% 1,500,000   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307,400   0 

郑桃英 境内自然人 0.37% 1,243,553    

UBS AG 境外法人 0.30% 1,004,359   0 

赵建波 境内自然人 0.28% 930,000   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27% 916,8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控股

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

通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沈德虎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818,849 股，持股比例 0.54%。 

2、唐永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500,000 股，持股比例 0.44%。 

3、郑桃英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243,553 股，持股比例 0.37%。 

4、赵建波通过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930,000 股，持股比例 0.28%。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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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1、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2022 年上半年，尽管各主要经济体已做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实体经济对疫情

的敏感度和恐慌度有所下降，但受疫情反复和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受阻。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1-6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4,58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2%（折合 70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新签

合同额 6,715.6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6.1%（折合 1,035.8 亿美元，同比下降 6.2%）。公司工程承包业务占比较大的科

特迪瓦、巴巴多斯、老挝、马来西亚、越南等主要国别，已在 2022 年上半年陆续放松对疫情的防控措施，经济活动逐渐

恢复，公司在上述主要国别的境外工程承包项目也在逐步复工建设。  

2、环境科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要求，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实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2022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做出系统部署，对固废领域要求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协同控制，强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

用，加强“无废城市”建设，到 2025 年，新增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 60%，存量大宗固废有序减少。加强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大力推进垃圾分类，优化生活垃圾处理处置方式，加强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

持续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减少有机垃圾填埋，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恶臭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推动垃圾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和利用设施建设。 

3、复合材料生产：复合材料作为新材料的一种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的

转变，新能源、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其他新兴产业的加快发展，重点应用领域涉及广泛，我国复合材料制品总产量逐

年稳步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各支柱产业中不可替代的材料。公司复合材料生产主要属于细分领域中的玻璃钢防腐应

用，提供的复合材料能应用于各种高强度酸性腐蚀工况和高温环境下，是中国国内少数能提供此类产品的生产企业之一， 

处于细分市场的行业领先地位。 

四、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经营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03,439,205.83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1.98%；营业利润 7,908,114.24 元, 较上年

同期增长 121.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53,017.1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6.34%。 

1、 成套设备出口和工程承包 

受全球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传染性变强等不利影响，公司在施项目人员流动、物资调动、项目开发及实施进度仍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在施的主要项目情况如下： 

（1）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受疫情影响，项目运输、人工费用大幅上涨，公司克服困难，积极采取措施推进

各项工作。2022 年 7 月，经双方协商，公司与业主巴巴多斯旅游投资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在合同工程内容不变的

前提下，合同总金额由 2 亿美元调整为 2.225 亿美元，项目完工日期延长。 

（2）古巴印刷厂技术改造项目：受疫情影响，三个厂的安装调试工作暂时停滞。 

（3）老挝万象生活中心项目：老挝疫情趋缓，现场施工已正常恢复。 

（4）科特迪瓦旱港建设项目：报告期内，业主已向中成科特迪瓦分公司支付 15%自筹部分第二笔预付款（收款

114.38 亿西非法郎，折合 1,740 万欧元），中成科特迪瓦分公司就已收到预付款部分正在完成项目营地（包括总包及施

工单位的生活和生产营地）等建设工作和移民新村的前期准备工作，目前营地建设已接近尾声，其他各项工作正在推进

中。 

（5）亚德公司报告期内工程承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0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0%。此外，公司努力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报告期内工程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 24 亿元，好于上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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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多斯山姆罗德酒店项目                            老挝万象生活中心项目 

 

科特迪瓦旱港建设项目 

2、环境科技： 

报告期内，海外疫情管控有所放松，公司环境科技业务出现较大增长，新签合同额为4.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9%，

实现营业收入3.18亿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海南洋浦港危险废物处理中心项目 

3、复合材料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原有行业和客户积极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和范围，实现新签合同额 1.7 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但受疫情、俄乌战争等不利因素对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实现营业收入 4,259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发挥传统优势，积极推进已签约待生效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融资工作；围绕公司新的主业定

位，加强环保细分行业市场调研工作，开拓国内外项目来源渠道，储备更多优质项目资源。 

（二）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落实国投集团及中成集团深化改革三年行动各项任务，进一步落实、完善董事会职权相关制度，

健全运行机制；压缩驻外机构经费支出，盘活低效无效资产；加大资金管控力度，对资金占用大、利润率低的业务严格

把控；发挥预算的经营管理抓手作用，加强对新并入企业的经营管理；强化合规管理能力，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奋力推动公司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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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始终致力于培育并提升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推进传统工程承包业务的同时，注册设立了开展市

政固废投建营业务的国投维尔利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积极推动环保业务发展，推进一批国内固废类项目的开发，进一步

聚焦环保主业，增强公司整体综合实力和固（危）废处理相关细分领域综合竞争力，朝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全面发展

的新格局迈进。 

1、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在传统境外工程承包业务方面，承接控股股东 COMPLANT 品牌，经过多年发展在行

业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公司在亚、非、拉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实施的涉及建筑、铁路、机械、食品制造等 30 多

个行业和领域的 1600 多个项目，在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使 COMPLANT 品牌在亚非拉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良好的声誉和较大的品牌影响力。公司 2021 年底完成重组的亚德公司业务覆盖

了石油化工、医药、油气、半导体、矿业、市政等行业，在业内拥有可追溯的良好业绩，树立了可靠的行业口碑，尤其

在国内和东南亚市场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产品经验优势和品牌优势。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的国投维尔利公司股东维

尔利环保是一家拥有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也是我国餐厨垃圾处理、垃圾渗滤液处理、生物沼气处理

等环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国投维尔利公司发挥央企品牌、资金、资源等方面优势，融合维尔利环保的技术、产品和

服务等优势，形成“品牌+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的互补合力。 

2、优秀的人才队伍。公司多年的海外项目运作经验为公司培养了一批熟悉和了解国际规则及惯例，了解项目所在

国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法律法规的业务开发及驻外人员，以及一批懂外语、懂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亚德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业务实践的应用积累，培养出了一批行业内的优秀人才，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较高的技术和

管理水平和较强的敬业精神为公司业务的开发及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靠保证。国投维尔利公司设立后，着力于人才

队伍建设，依托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入职业经理人和维尔利专家型技术团队，打造了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 

3、有力的技术及资质业绩支撑。亚德公司拥有固废、废气和废水处理完整工艺包，在废气净化、固危废复合材料制

造、高温无害化处理等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全球拥有 300 多个各类高温焚烧及烟气净化实施业绩，数百项核心技

术及数十项国内外专利，其排放接近零排放，全面优于中国和欧盟标准。亚德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已获得高新企业认证，

并拥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 10 项经营、建设、环保

等资质证书；亚德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拥有新加坡通用建筑资质（第一类）、马来西亚承包商注册登记证、建筑成绩证

明书、电力承包商注册证书等 16 项资质证书，尤其是工程总承包业务拥有马来西亚和越南最高等级施工资质以及从设计

到运营的一站式服务能力和业绩；此外，亚德公司及其境内外子公司拥有商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百余项；亚德公司凭借着出色的项目运作、质量管理、团队配置以及有力的技术、齐全的资质，得到各相关行业巨头

的充分认可。报告期内，公司新取得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1 亚德系统 一种新型低氮燃烧器 实用新型 2020101243612 

2 亚德系统 一种用于回转窑的物料输送结构 实用新型 2021225006356 

3 亚德系统 新型废气燃烧器 实用新型 2021228900177 

4 亚德系统 高温烟气预冷洗涤系统 实用新型 2021228900181 

5 亚德系统 一种组合式低氮低能耗焚烧炉以及焚烧工艺 发明专利 2020101243612 

6 亚德系统 一种干式厌氧发酵装置 实用新型 2021214960863 

7 亚德材料 一种安全的车用氢气纤维缠绕气瓶 实用新型 202121632318.3 

8 亚德材料 一种玻璃钢智慧储罐 发明专利 202011084201.6 

9 亚德材料 一种便于实时监测的管道 发明专利 202010894259.0 

10 亚德材料 一种塑料内胆碳纤维缠绕气瓶 实用新型 202122437904.9 

4、分布广泛的全球区域性业务平台及广泛的信息收集渠道。公司在多个国家拥有子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以及

项目组，遍布亚、非、拉、欧等国家。驻外机构长期扎根于当地，为公司搭建起良好的国内外项目信息收集平台，并有

利于公司驻外项目的执行，具备了扩大业务的机构网络基础，为公司业务的发展与壮大积累了独特的公司优势。由于各

国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的不同，公司结合各国特点，采取高效的属地化、扁平化、市场化管理模式，保证了各个国别

分支机构的稳定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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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良好的项目运作及资源整合能力。公司在长期的海外业务运作中与国内有关部门及行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社会

公共关系，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工商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较高的合作层次，不仅为公司现有项目推

进落实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公司其他项目的跟踪和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亚德公司在环保领域拥有的市场资源，

项目来源广泛、对市场理解深刻，擅于深挖客户多维度合作的可能性，为客户提供跨业务板块的多种服务。国投维尔利

公司依托国投集团与厦门市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合作伙伴的销售网络及团队，优势互补，积极挖掘属地项目，开拓业

务渠道，辐射国内其他地区。 

6、国投集团大力支持。国投集团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已正式将中成集团作为环保产业投建营平台，公司作为

中成集团旗下境内唯一上市平台，将依托并协同国投集团全方位的资源优势，借助其优秀的海外项目运作能力，增强公

司在固废处理领域的业务能力及核心竞争力，聚焦固废处理业务，努力打造固废处理细分行业的专业能力和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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