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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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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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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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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建 60161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金柱 张云普 

电话 010-88306839 010-88306925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

核建大厦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2号

核建大厦 

电子信箱 gaojinzhu@cnecc.com zhangyunpu@cnec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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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7,084,077.69 78,042,967,438.86 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532,803,238.69 9,300,453,629.23 2.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54,838,940.88 -2,939,562,285.14 31.14 



营业收入 22,781,288,615.15 18,853,098,869.42 2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4,686,088.81 294,252,168.57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249,539.30 235,854,832.06 2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3 3.39 增加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1 18.1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22,74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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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61.78 1,621,620,000 1,621,620,000 无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78 309,25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2.95 77,488,576 0 未知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11 55,375,057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二户 

国有法

人 

1.58 41,580,000 41,580,000 无 0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

人 

0.78 20,475,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0.14 3,699,010 0 未知 0 

深圳市前海禾丰正则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禾丰灵活

配置二期私募基金 

其他 0.07 1,950,200 0 未知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

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

易所） 

其他 0.07 1,920,882 0 未知 0 

王艳红 境内自 0.07 1,916,000 0 未知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核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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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生产经营态势良好 

2018年上半年，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延续去年的良好势头，多项经营指标创下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这反映出近年来转型升级、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等一系列综合措施逐渐呈现效果。上半年

营业收入完成同比增长 2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 13.74%，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483

亿元，同比增加近 50%。从合同类型上看，新签 PPP建安合同增加 17倍，占工业与民用新签合同

的 21%，EPC合同增长 47%，反映出股份公司逐渐适应市场要求，新兴业务模式开始较快成长。任

务储备 1200亿元，同比增长 16.40%，为后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二）“三部一中心”业务取得明显效果 

投资事业部进一步理顺管理职能，进行流程设计，在大型投融资类项目开发运作中，紧跟国

家政策，严控经营风险，打开了局面，以四川泸州项目为代表的一批由股份公司承接的 PPP 项目

正在逐步落地，实体化经营初见成效。海外工程事业部的工作推进走向正轨，不断统筹优化国际

业务区域布局，明确市场开发重点区域，理顺了股份公司与国家各监管部门和各成员单位的海外

业务接口关系，国际业务统筹布局、统一资源、统一接口、分级管理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核电

事业部在近年来核电开工不足的情况下，积极组织有关单位参加投标，大力推进核电项目商务结



算工作。在海外市场开拓上，统筹部署国际核电工程项目建设，积极组织开展阿根廷核电项目的

投标准备工作，有力推进匈牙利核电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集中采购中心持续推动公司集采

业务，推进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全面应用及功能完善，全面实现了股份公司集中采购的制度化、流

程化和表单化。 

（三）产融结合进一步显成效 

以先行先试为突破探索 PPP 社会资本方退出机制。在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 PPP 项目中先行

先试资产证券化，并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开创国内教育类 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先河，不仅加

快了项目基础资产回收，降低了项目融资费用，更在业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积极探

索企业应收账款 ABS、战略合作伙伴供应链金融 ABS发行工作，已与 8家主流券商就应收账款 ABS

初次商谈。 

（四）风险防范取得显著进展 

落实“以风险防控为中心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稳健经营理念，将减负债、控风险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制定了降杠杆减负债工作方案，明确原则、目标、措施，制定了带息负债考核细

则。建立完善和有效实施企业重大项目的风险预警制度，修订了《全面风险管理办法》，将重大项

目、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和海外项目予以重点关注，编制完成《重大项目风险管理程序》，从顶层

设计上做到了对重大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面风险管控。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