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现金分红网络说明会
发言人

内容

主持人



各位嘉宾、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中国交建 2016 年度现金分
红说明会。本次活动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提供网络平台支持，感谢您的关注与参与。

主持人



3 月 29 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刊登了 2016 年年度报告, 各位投资者可以
登 录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 或 本 平 台
（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相关公告。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 2016 年度现金分
红说明会。在今天的活动中，中国交建管理层主要成员做客上证路演中心，就公司
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现金分红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欢迎广大投资
者积极参与。
首先有请上市公司嘉宾作开场致辞。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在此，我首先感谢各位股东多年来对公司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
持。
公司以网络在线互动的方式与各位投资者直接交流，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希
望更深入了解公司情况的投资者的问题予以回答，对公司 2016 年度现金分红事项
予以说明，以方便各位投资者更加了解公司。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够使各

浏览用户 78458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位投资者满意。
管理层您好，我关注公司很久了，感觉公司业绩一直很稳健很不错。能麻烦您简要
介绍下公司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情况吗？同时，你们感到业绩发展符合公司自身预
期吗？
2016 年，在“五商中交”战略引领下，在行业发展复杂环境下，公司以提高质量
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公司主要经营指标
逆势上扬，再创新高，全面了完成经营计划。
2017 本集团收入目标为 4,500 亿元。公司将以高目标导向统领全年稳增长工作，
多措并举提质增效，确保完成公司制定的年度目标。

浏览用户 28415



管理层您好，我关注到公司的新签合同和在手合同都保持了较快增长，合同的这种
增长态势今年会持续吗？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2016 年，公司新签合同额 7,308.02 亿元，同比增长 12.38%，在执行未完工合同金
额为 10,997.5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6.80%。一方面，海外业务和国内 PPP
类项目的快速发展对公司新签合同的增长形成较大贡献；另一方面，海外项目和
PPP 类投资项目前期筹划期长，建设期也长，因此在执行未完工合同金额上升较多。
2017 年本集团新签合同额目标为 9,000 亿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
一些海外大额订单有望在 2017 年落地。同时，国内 PPP 市场加速推进，对于像中
国交建能够提供涵盖基建项目综合解决方案的大型企业集团，将有更多的市场机
会。



llamastayreal



刘总您好，公司分红一直都很稳定。那今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何？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公司董事会建议 2016 年度分红沿用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按照不少于当年
归 属 于 普 通 股 股 东 净 利 润 15,725,574,198 元 （ 已 扣 除 永 续 中 期 票 据 利 息
300,000,000 元和优先股股息 717,500,000 元）的 20%向全体股东分配股息，即以
2016 年年末总股本 16,174,735,42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每股人民币
0.19444 元的股息（含税）
，总计约人民币 3,145,015,556 元。公司分红方案符合
《公司章程》和《关于公司股东未来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的规定。
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6 年度周年股东大会审议。

浏览用户 85954



未来公司会提高分红比例吗？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现金分红是公司对股东承诺的兑现，对于公司而言，分红比例的提高将增加公司的
资金压力，同时拉高资产负债率。公司未来将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积极为股东创
造可持续的回报。

浏览用户 20760



傅总您好，烦请介绍下公司在 2016 年各业务板块的盈利表现。非常感谢！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公司 2016 年的营业收入为 4,317.43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4,044.20 亿元，增长
6.76%。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4,290.93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4,022.04 亿元，增
长 6.69%。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主要由于：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装备制造
业务和其他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 3.54%、7.71%、7.95%和 37.05%
（全部为抵销分部间交易前），而疏浚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9.74%。
公司综合毛利为 643.38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614.77 亿元，增长 4.65%。其中，主
营业务毛利为 633.05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607.21 亿元，增长 4.26%。
综合毛利率 14.90%，较上年同期的 15.20%，下降 0.30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毛利率
14.75%，较上年同期的 15.10%，下降 0.35 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主要由于基建建
设业务、装备制造业务和其他业务的毛利率改善被营改增的影响抵销所致。
因此，公司各业务整体发展稳健。疏浚业务收入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部分新项目处
于前期阶段，尚未形成收入；同时，前期执行的个别大项目已进入尾期，收入贡献
较少。预计今年，疏浚业务随着市场开拓的不断深入，经营情况会有所好转。






浏览用户 20760



您好，我关注到财务报表中显示管理费用增长较快。请问是否是人工成本增长较快
所致。谢谢！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2016 年管理费用为 276 亿元，同比增长 20.3%,其中人员费用增长 18.7%。管理费
用的增长主要是市场开拓费用以及研发支出增加所影响。

llamastayreal



傅总您好，我一直都有分析公司的报表。请问 16 年投资收益下降 31%，主要是什
么原因？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2016 年投资收益为 18.89 亿元，上年同期为 27.52 亿元，下降的主要原因由于上
年同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较多，以及报告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收
益产生的投资收益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浏览用户 11383



公司所得税在 16 年大幅增长，这是受营改增影响吗请问？谢谢您的解答！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公司 2016 年所得税增长 37.92%，有效税率由 2015 年的 18.69%增至 2016 年的

浏览用户 58637



22.51%。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海外项目利润增加导致缴税增多，以及集团内
个别下属公司新取得享受优惠税率资格造成对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刘总好，国企改革大背景下，作为大型上市央企，公司今年有哪些改革举措？ 是
否会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计划等？感谢您的解答！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中交集团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这是对包括中国交建
在内的公司管理、改革、发展的充分肯定，对中交集团“十三五”及以后的发展必
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交集团改革总体方案待批复中，如有涉及对中国交建的改革举措，我们将根据监
管规定及时进行披露和投资者沟通。

浏览用户 11383



请问公司疏浚业务是否还有上市计划？公司如何看待传统疏浚业务的业绩下滑？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疏浚业务实现收入 303 亿元，收入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部分新项目处于前期阶段，
尚未形成收入；同时，前期执行的个别大项目已进入尾期，收入贡献较少。
今年，随着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支持，部分大型填海造地项目有望逐步释放，人工岛
建设、机场、沿海开发、港口搬迁等方面仍还有一定的市场空间，市场需求将会有
所改善。
与此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改革政策的变化，创造条件继续寻求改革上市的途径。

浏览用户 71414



公司股价半年来增长很快，以后会考虑发行新股吗？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全面受益于国内 PPP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
带来的市场机会，资本市场持续给予公司关注，估值水平显著提高。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种不同的融资途径，并在有需要的时候选择适合的方式进行
适量的融资。




浏览用户 10797



公司海外业务确实在几家央企中很有亮点，一带一路走出去我很看好。想问问刘
总，公司海外铁路项目发展情况。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本集团是中国最大的铁路建设企业之一，凭借自身出色的建设水平和优异的管理
能力，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铁路建设的主力军。
同时，公司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领域发展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企业，在 2016
年美国 ENR 世界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排名第 3 位，已经连续 10 年和稳居上榜中
国企业中的第 1 名。公司在国际市场，已经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
片，在 140 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公司将铁路建设能力与海外市场优势有机结合，促成公司海外铁路业务发展较
快，成绩显著，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




浏览用户 71414



16 年资本开支大幅减少，啥原因啊？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本集团于 2007 年开始致力于发展投资类项目，以获得包括合理设计、施工利润
以外的投资利润。其中，特许经营 BOT 项目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领域。PPP 项目
包括特许经营 BOT、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对 BOT 项目的投入以资本
开支的形式反映在现金流。2016 年由于部分新项目尚处于前期，因此资本开支同
比有所下降。

浏览用户 15652



公司的 PPP 项目里有列入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吗？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公司拥有的 PPP 项目主要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目前主要处于建设期，尚未达
到国家推行的资产证券化试点要求。我们将积极跟进政策的变化，稳步推进试点工
作。

浏览用户 18896



最近水泥等原材料价格都涨起来了，这会影响到公司的成本和盈利水平吗？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公司签订的合同通常有材料价格风险锁定或转移条款，即公司承担一定比例范围
内的材料价格风险，超出比例后根据合同或由业主承担。同时，公司已经试点大宗
材料集中采购多年，抵抗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加。

浏览用户 53111



公司主要有哪些经营风险？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公司年营业收入在四千亿元以上，总资产超过八千亿元，业务涉及交通基础设施设
计、施工、投资、城市综合体开发、装备制造等众多市场领域，在海外 140 余国家
和地区开展有业务，抵抗市场风险能力非常强。因此，单一项目的中标与否，单一
市场领域的波动，都较难对公司经营业绩有较大影响。
但是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作为自由市场竞争参与者，依然要面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
对公司业务领域发展的系统性影响。作为大型工程项目承包商，同时也要面对如钢
铁、水泥经、燃料、沙石料及沥青等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风险。由于公司日常业务经
营以及业务结构转型需要，一定规模的借款及应付债券面临利率波动变动风险、海
外业务的发展面临汇率变动风险以及国际经济及政治局势变化风险。公司在建项
目众多，亦面临作业工地的暴雨、洪水、地震、台风、海啸、火灾等自然灾害以及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对作业人员和财产造成损害的不可抗力风险。

浏览用户 46887



傅总监好。我经常听到五商中交战略，请教下领导层，公司的“五商中交”具有什
么意义？

董事会秘书、公司秘
书兼总经济师刘文生



公司提出打造“五商中交”战略，是立足公司既有业务、市场、资源的优化再造。
目前基本实现了由工到商的战略性转型，企业运营不断升级，发展质效得到市场的
认可和推崇。





具体来讲，“五商中交”即将公司打造成为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城市综合体开
发运营商、特色地产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海洋重型装备与港口机械制造及系
统集成总承包商。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区域化发展，加快专业化整合，完善适应性组织建设，
推动体制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主持人




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本次中国交建 2016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请上市公司嘉宾做总结发言。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公司正处在战略转型机遇期，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以更加昂
扬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快推进公司的改革发展，为率先
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而继续努力。希望各位股东和长期关注公司
的各届人士、朋友继续给予帮助与支持！我们也非常愿意在今后的时间里采取各种
各样的方式和途径与大家进行深入的交流，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本次中国交建 2016 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和网友的
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