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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化学

股票上市交易所

二、

股票代码

601117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耀君

洪玮

电话

010-59765697

010-59765657

传真

010-59765659

010-59765659

电子信箱

zhouyj@cncec.com.cn

hongw@cncec.com.cn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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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3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本年
(末)比
上年
(末)增
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

71,449,046,413.19

59,093,605,138.37

59,051,072,296.91

20.91

46,450,319,236.2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055,936,686.02

17,993,990,731.81

17,985,682,024.63

17.02

15,246,834,656.26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8,539,839.21

2,995,779,653.41

2,995,107,151.51

-30.95

4,225,150,103.49

61,727,690,089.52

54,126,488,728.89

54,116,707,488.31

14.04

44,724,051,787.88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58,393,401.02

3,083,535,690.16

3,083,645,125.07

8.91

2,380,539,961.9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285,706,318.66

3,009,495,336.43

3,009,495,336.43

9.18

2,380,539,961.93

16.70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7.15

18.48

18.47

减少
1.33 个
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68

0.63

0.63

7.94

0.48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0.68

0.63

0.63

7.94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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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86,5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00,86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66.71

3,290,564,000

0

0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0

143,068,000

0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0.70

34,605,415

0

0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0.67

33,207,457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
合

0.63

30,848,929

0

0

东证资管－招行－东方
红－新睿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0.53

26,016,601

0

0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0.51

25,071,227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0.49

23,999,466

0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大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0.47

23,002,560

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0.41

20,219,339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三、

第一大股东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与上述其他 9 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公司发挥自身积累的技术、业绩、品牌优势全力推动国内外市场开拓。国内
市场继续调整业务结构，在保持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传统优势领域的基础上，电力、
环保等领域也有长足发展。国际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业务已遍及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 ENR 最新公布的全球最大承包商和国际最大承包商排名中分别位列第 36 名、第 82 名。
1. 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
展望 2014 年，能源和主要大宗化工产品市场需求将有所增加，国家大力发展新型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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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精细化工和高端石油化工产业，适度鼓励新型示范项目，以及一大批重点项目的陆续启
动，总体上仍会支撑国内化工行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为我们的经营工作提供很好的机
遇。而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已基本不扩大重化工产能，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刚起步
的国家，化工和石化产业的工业化程度不高，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仍然是我们重点突破的
方向。
新型煤化工方面，2013 年国家陆续批准多个大型新型煤化工项目，调整了能源替代战
略规划，提出加大煤制天然气、煤制油和煤制烯烃项目的示范与建设力度。2014 年宁夏、
内蒙、陕西、新疆等地将陆续启动建设多个大型煤制天然气和煤制烯烃项目，积极参与和开
发新型煤化工市场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国家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产业基地和综合示
范区，推进煤、化、电、热一体化发展，重点关注建设大新型化工产业基地和若干专业特色
园区，化工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工程也大有机会。
传统化工领域，我国化工产业产品多集中在中低端领域，高端市场依赖进口，存在原料
成本高，产品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重的问题。通过技术、工艺和装备的升级改造，提高传
统产业的节能降耗的投入将成为一个趋势，这方面的业务是公司的优势。另一方面，工信部
《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指出中部地区要承接东部地区传统化工产业的转移，传统产业向中西
部转移将继续加快，这将带来很多工程项目的机会。
化工新材料方面，预计到 2015 年，我国化工新材料规划产值将达到 3500 亿元，年均增
长率为 16%，约为同期 GDP 增速的 2 倍。化工新材料的高技术壁垒和进口替代需求，决定了
其高附加值的特征，行业盈利前景明朗。公司将及时适应市场变化要求，抢先占领新材料市
场。
可以预见，以往那种过于追求总量盲目求“大”，破坏生态平衡、产能过剩、同质化竞
争激烈和受资源约束较重的项目会被迫淡出市场；
“产能大型化、生产集约化、利用清洁化、
市场高端化”的项目将成为市场主流，低碳循环经济将成为国内投资的热点，如新材料、新
能源、节能环保项目；清洁能源和战略储备将成为发展的重点，如煤制天然气，煤制油项目；
惠民项目的实施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如城镇化建设和老城区改造，以及配套的市政建设、交
通轨道、地下管网等。
面对这些新形势、新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判断风险，并在应对危机中抓住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积极应对挑战，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2.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
公司的发展战略是：通过持续创新和精细化管理，推进多工程领域的全过程服务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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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资本运营，实现规模和效益的同步增长，形成多元利润支撑，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强
做优中国化学，把公司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钻石”企业。
2014 年公司计划完成新签订单 880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87.1 亿元。为实现战略
目标，完成经营计划，公司将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1）实施结构调整升级，全方位、立体化经营
公司将推进业务结构由低附加值向高端转型，由单一工程承包向一业为主、多元发展方
向转型，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推进经营模式由传统承揽工程方式向以技术和
资本带动工程等高端承包模式转变。推进传统管理方式向现代化、合理化管理模式转变。加
快工程承包领域拓展步伐，加快工程向产业化转型步伐，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
同时加强总部、子公司、专业公司立体化营销体系建设，创新营销方式和竞争手段，形
成差异化发展。在稳固国内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加快海外营销网络布
局，加快培养国际经营人才队伍，提升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逐步实现战略、运营、管理和
文化的全球化。
（2）实施技术创新和人才强企
公司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平台建设，充分利用产
学研联盟，促进社会科技资源向企业汇集建立；推进研发成果转化。加快研发成果的工程化
进度，已投产运行的煤制烯烃、煤制天然气、煤制油等国家重点示范工程要总结经验。加强
知识产权的管理和运营，提高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水平。
同时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骨干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发
展激励机制，研究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多元化薪酬分配制度。针对设计和施工板块的不同特
点，分类指导所属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度。进一步研究并实施高端人才、
领军人才的激励机制。
（3）实施精细化管理，狠抓市场、工程管理和现金流
2014 年，公司要结合国家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潜在的
市场机遇，适时调整市场策略与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完善各企业的工
程项目管理体系，积极推动项目管理向国际标准模式靠拢，继续深化项目经理负责制，做好
工程清理工作；加强资金计划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深化境内外项目财务管理，着力控
制财务风险，加强应收账款管理，以工程款的清缴带动其他现金回流。
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应用体系，强化法律风险防范和全面风险
管理，完善投资管理，全面建设“干干净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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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 2013 年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股东回报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等因素
的考虑，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拟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数 4,933,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 元（含
税）现金股息，共派发现金股利 493,300,000.00 元，拟分配的现金股息总额与当年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为 14.69%。

上述预案尚需经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拟采取
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从而确保中小股东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
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化的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说明
不适用。
3.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说明
本期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方式新增合并范围内的三级子公司为淮南中化三建钢构
有限责任公司。其他本期增加的二级以下子公司系新投资设立，明细详见（三）本期新纳入
合并范围的主体。
4.会计师事务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金克宁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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