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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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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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 日，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刊登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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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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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就公司 2017 年上
半年度经营业绩、未来发展战略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大
家踊跃提问。
首先有请上市公司嘉宾作开场致辞。



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在此，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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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业绩予


以说明，以方便各位投资者更加了解公司。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公司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要求，加快改革创新，统筹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盈利能力和价
值创造能力持续增强。



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901.01 亿元，同比增长 3.63%；母公司所有者应占
利润为 75.38 亿元，同比增长 7.34%；每股收益 0.41 元。新签合同额 4,312.40 亿
元，同比增长 51.95%。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执行未完工合同金额为 13,298.64
亿元，与 2016 年末相比增长 20.92%。



下面在问答环节里，我们将对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及希望更深入了解公司情况
的投资者的问题予以回答，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回答能够使各位投资者满意。

振兴中华 lhjvox



一带一路需要央企做大做强及提升综合实力，央企改革最近动作频频，中交集团有
无整合基建行业相关央企的计划和意向？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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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总体方案正在推
进过程中。目前，除大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事宜之外，公司没有收到其他改革方面
的通知。
此外，根据国家改革精神，结合企业实际，公司正在研究推进薪酬分配制度改革，
按照“效益升、工资升、效益降、工资降”原则，深入实施分类考核和差异化分配。
积极探索员工持股、期权激励、股权分红等实施方案，在具备条件的业务板块或子
公司推动混改试点。



浏览用户 45558



傅总监您好，我看到公司上半年收入增长 3.6%，利润增长是 7.3%，这样的增长是
符合预期的吗？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2017 年本集团收入目标为 4,500 亿元，上半年完成 42%，收入增速基本符合预期。
公司 2016 年以及上半年新签订单主要来自于海外工程以及国内 PPP 项目，尤其是
今年上半年确认生效的合同价值 110 亿美元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这些项
目的前期筹划期和建设期都比现以往项目要长，因此合同显著增加，而收入增速相
对滞后。下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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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增长 7.3%，主要得益于公司业务转型升级取得持续成果，原材料、设备使用
等成本控制得当，从而实现主营业务利润率近几年持续改善。同时，三项费用控制
合理增长，尤其是利息支出与上年基本持平，从而保证了利润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收
入增长幅度。

浏览用户 45558



公司确认东马铁路新签合同 110 亿美元，预计何时能形成比较多的收入贡献呢？
下半年还会有这样的大项目吗？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东海岸铁路一期项目合同总额约 110 亿美元（约合 729 亿元人民币），是中国企业
境外在建的最大工程，是未来几年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最受关注的超级工程，也是
“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旗舰项目。8 月 9 日，东马铁路举行了开工仪式。按照计划，
初步设计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浏览用户 77664



公司未来将怎么利用雄安新区的建设来发展自身业务？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4 月 5 日公司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参与雄安新区建设的工作，并决定成立专门的
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按照会议精神，公司与新区筹委会领
导第一时间取得会面，表达了公司将发挥专业实力和全产业链优势，全面参与新区
开发建设，为新区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目前，公司在跟进的项目比较多。其中，6 月份国家发改委印发文件，拟由中国交
建作为战略投资商参与组建永定河流域治理投资公司，该公司负责永定河流域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项目的总体实施和投融资运作，该项目的实施方案和细节目前
正在筹划中。



浏览用户 27745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上半年的营业收入为 1,901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834 亿元，增长 3.63%。其中，




请领导讲一下各业务板块盈利表现情况吧，谢谢
主营业务收入为 1,887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823 亿元，增长 3.50%。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主要由于：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的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 3.49%、0.43%、18.87%和 38.53%（全部为抵销分部间交易
前），而装备制造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4.57%。
公司综合毛利为 262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35 亿元，增长 11.61%。其中，主营业
务毛利为 258 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227 亿元，增长 13.63%。
综合毛利率 13.77%，较上年同期的 12.79%，上升 0.98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毛利率
13.68%，较上年同期的 12.46%，上升 1.22 个百分点。毛利率上升主要由于基建建
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的毛利率均有提升所致。

浏览用户 20760



管理费用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上半年管理费用为 110 亿元，同比增长 23.4%。其中：人员费用增长 9.4%，占比
40%；研发费用增长 62.1%，占比 34%。因此研发费用增加是管理费用增长较快的
主要原因。研发费用增加，主要体现了公司增加投入提高核心竞争力、子公司争取

优惠所得税率以及业绩考核等内在因素的要求。

浏览用户 27745



傅总您好，我有看公司中期的这份财报，整体看来还是比较亮眼，水平不错。其中，
投资收益显著增长，这个是主要什么原因呢？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上半年投资收益为 11.11 亿元，上年同期为 4.05 亿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处置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收益较多，以及在报告期确认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股
息收益。

llamastayreal



您好，公司讲增加管理费用中的研发支出，子公司可获得更多优惠所得税率安排，
但上半年所得税增长 17.91 百分点，为什么？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上半年所得税增速显著超过利润增速，主要是由于海外项目利润增加导致缴税增
多所致，而这些海外地区的税率高于国内。

浏览用户 93239



刘先生您好，我关注到疏浚业务收入显著增加，中期感觉疏浚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未来这个版块是否还有上市的计划？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疏浚业务实现收入 147 亿元，同比增长 18.9%，增长主要来自一些大型项目进入施
工高峰期，收入贡献增加所致。
上半年，国家改革举措显著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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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34



领导好，公司打算卖 30%拯华重工股权给中交集团，这个事情预计什么时候交割
完成啊？谢谢您的解答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水平，公司已经启动了控股子公司振华重工 30%
股权出售事宜，若能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国资监管部门的同意下，预计在
年内完成交割安排，交易对价 57 亿元。

浏览用户 21111



董秘您好，请问公司是否有发新股和可转债的计划？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近几年，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快，“一带一路”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公司在保持
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同时也有一定的融资需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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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7



您好，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为什么只有个位数？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公司 2016 年以及 2017 年新签订单增量主要来自于海外工程以及国内 PPP 项目，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确认生效的合同价值 110 亿美元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
这些项目的前期筹划期和建设期都比现以往项目要长，因此合同显著增加，而收入
增速相对滞后。

浏览用户 2233



傅先生您好，请问公司海外铁路的发展情况如何？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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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美国 ENR 世界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排名第 3 位，已经连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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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1



实施营改增，对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有哪些影响，全年预计有多少影响？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营改增执行已经有 1 年时间：
从短期来看，由于增值税“价税分离”的特点，“营改增”实施后对基建建设业务会有
较多直接影响，进而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以及利润总额有一定向下的影响。其中，上
半年影响收入减少约 2 个百分点，国际准则毛利率影响不多。
从长期来看，“营改增”通过增值税的管控能推动公司装备升级，促进公司专业化战
略的实施，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提高公司管理水平。对公司的负面影响程度会逐步
减弱，对公司经营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不断增强，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正
能量。



振兴中华 lhjvox



公司 H 股价格与 A 股价格相差很多，原因是什么？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会有各种正常融资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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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0



公司近年签订大量 PPP 项目，理解是基建行业普遍的现象，而公司资本开支却有
在下降，这是什么原因？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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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开支减少，一方面反映公司在 PPP 业务发展类型的
综合考虑，BOT 新项目规模有所控制；另一方面 2016 年和上半年由于部分新项目
尚处于前期，因此资本开支同比有所下降。

浏览用户 21111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大幅好转，主要是什么原因？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上半年国内货币政策稳健，客户通过增设结算前置条件延长工程结算进度造成已
完工未结算同比增长 27%，应收客户账款规模庞大，公司营运资金压力大于去年
同期。但是，由于收到个别大额项目的预付款（东马铁路获得预付款约 200 亿元）
，
从而使得截至 6 月 30 日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出现大幅好转。

浏览用户 45783



公司 PPP 项目是否有项目列入资产证券化试点？

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
官傅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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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



上半年原材料上涨，是否影响到中期的盈利水平？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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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83



公司主要有哪些经营风险？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
司秘书刘文生



公司作为自由市场竞争参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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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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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本次中国交建 2017 年半年度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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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股东，下半年各项工作目标已明，路径已清，信心已聚，公司各级管理
人员和广大员工将凝心聚力，勇于担当，以必胜的勇气、昂扬的斗志、扎实的努力，
为改革开新局，为发展建新功，以良好的状态，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希望各位
股东和长期关注公司的各界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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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和网友的
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