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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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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现点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眼公司 〈以下简称

“
中

材国际
”
或

“
公司” 主要从事水泥生产线的设计和

总承包业务应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在水泥
=业

工程行

业领先的行业地位,较强的设计和研发实力,领先的

工程模式等有利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受全球经挤和国

内水泥产能增速减缓滑影响公司收入和利润总额逐

年下降、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倮障不稳定等不利因

素,综含分析丿公司能够对本期融资券的偿还提供很

强的倮障。

有利因泰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供应

商'自 2008年起海外市场占有率连续六年第一丿

在水泥工业工程行业具有领先地位 ;

·公司拥有我国水泥行业三大甲级设计院,设计经验

丰富,研发实力较强:

·公司采用的综合工程模式,诫少客户投资丿缩短建

设周期,使公司取得更多市场份额 ;

·公司加强与全球知名的装备制造企业合作,有利于

提升公司在装备制造业务领域的技术水平和业务

规模 ;

·公司总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货 币资金在流动资产

中占比较大,且受眼比例较少,可对债务形成良好

支撑。

不利因泰
·我国水泥行业产能过剩丬全球经济和政治动荡丿对

于公司新签合同额和工程回款造成—定的压力 ;

圭要财努数据和拍标    (人氏衄 勋

鬣F醐

大公傈留对本期恐资券信用状况踉瘃评估并公布信用等缀奕化之权利



⑩ 骀骢 劁 矧 即
短期揪淡券偾顼信用评级报告

大公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为便于报告使用人正确理解和使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眼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 出

具的本信用评级报告 (以下简称
“
本报告勹.兹声明如下 :

—、大公及其评级分析师、评审人员与发偾主体之间,赊因本次评级事项构成的委托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影响评级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

二、六公及评级分析师屐行了实地调查和诚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本报告遭循

了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

三、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大公依据合理的技术规范和评级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评级意

见未因发偾主体和其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当影响而发生改变 .

四、本报告引用的受评对象资料主要由发债主体提供氵大公对该部分资料的真实性、及

时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暗示的陈述或担倮。

五、本报告的分析及结论只能用于相关诀策参考,不构成任何买入、持有或卖出等投资

建议。

六、本报告信用等级在本报告出具之日至本期融资券到期兑付日有效,在有效期限内 ,

大公拥有跟踪评级、变更等级和公告等级变化的权利 ,

七、本报告版杈属于大公所有,未经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复制、转载、出售和发

布;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且不得歪由和篡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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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偾估况

礻用浊资势掇况

中材国际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总额为 lO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分期发行,本期为笫一期,发行全额 5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

m5天。融资券面值 l00元,采取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发行氵到期

日-次还本付息,本期融资券无担保。

珀 资佥用途

本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中 5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发偾主体信用

中材国际成立于 ⒛01年 砭 月,由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文咸

立,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原中圆建筑材料工业建设总公司,以下

简称
“
中材总公司0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劫

查中心、南京肜天科技实业有限贾任公司、北京华恒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联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冷

中材总公司将南京水泥工业设计研允院、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允院、

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唐山安装工程公

司、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设苏州安装工程公司、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建

设邯郸安装公司并入公司,公司整舍了中材总公司水泥工业工程研发

与设计、装备采购制造、设备安装和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混凝土及制

品研发与生产等相关业务 截々至 ⒛u年 3月 末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93

亿元,控股股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原 中材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

材股份勹,持股比例为 424睨,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公司提供的中圆人民银行 《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截至

⒛14年 4月 8日 ,公司本部无不良信贷记录。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
司及其子公司未曾在偾券市场发行过侦务融资工具。

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江苏省商新技术企业。公司所处行业为水泥工业工程建筑

行业,主要从事大中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建设,包括水泥生产线

的研发与设计、装备采购与制造和设备安装业务。公司是国内建材工

业工程建设领域最大的工程建设总承包商。

我国水泥产能过剩,新增产能空间有限,但国家对落后产能政造 ,

提高新技术的要求,以及国外市场逐渐回暖,为水泥工程承包企业提

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国外方面,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来看,⒛∞ 年以

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年新增水泥产能一直较少。⒛12年的欧债危

机和部分经济政治的不稳定性,均影响大型水泥生产商对于中大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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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生产线的需求。但是中东、非洲、拉丁美渊、东南亚、印度、俄罗

斯等经济受冲击较小区域,经挤已经逐渐恢复,水泥需求上升牧快氵

这些区域的水泥工程领域己开始回暖。

水泥工业工程有较强技术和专业壁垒;同时水泥工程企业的经验

利市场地位较大程度肜响获取订单能力。水泥工业工程建设需要较强

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水泥工业工程建设企业需要具备水泥工艺生产技

术及过程控制系统开发、水泥新技术新工艺及专用设备的研究开发和

设计、工业控制大规棋自动化软件开发的能力,并需要掌握诸如破碎

设备、预均化设备、高温烧成设备、粉磨设备、环倮设备等系统化大

型设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而这些系统技术和专业技能需要公司在较

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进行长时间的开发和研究,并真正拥有完整的自

主知识产权。因此,一般公司欲进入水泥工程建设行业,从技术和专

业技能上讲存在一定的障碍。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供应商,海外市场占

有率连续五年第
—,同时公司是我国建材工程领域最大的工程总承包

商,在海内外水泥工业工程行业具有领先地位。国际市场上,众多实

力雄厚、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参与竞标 ,竞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较高。

公司依菔自身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技术水平和多年海外市场运作经验 ,

是全球垠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供货商,以 ⒛13年新签合同额

计算,公司在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领域的海外市场占有率为 4绌 ,连续

六年稳居全球第
—。

公司己完成和正在建设的国外水泥生产线近百条,累计涉及西班

牙、意大利、俄罗斯等 ∞ 多个国家。国内市场方面,公司是我蜃建材

工业工程建设领域最大的工程建设总承包商,三大水泥工程设计院领

导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设计、安装与设备制造市场的发展,拥
有广泛的客户资料,国 内 2000t/d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设计基

本都有本公司的参与。

公司拥有我国水泥行业三大甲级设计院,公司重视研发投入,研
发实力较强。公司下属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允院有限公司、中材国际

南京水泥设计研允院、成都建筑材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圆水泥行

业
=大

甲级设计研允院,公司拥有行业唯-的水泥节能环倮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拥有水泥装备的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联含国工发组织援

建的中国水泥发展中心等多个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在北京设有中材

研究院,在天津、南京、成郗建有科研开发中心,这些科研开发机构

研发了中国水泥工业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并实现技术、装备的工程

化、产业化氵使公司在国际市场中具有强劲的竞争力,在节能环保领

域公司已经开发和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未来公司将继续推动开发水

泥工业低碳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在装备制造业务方面,公司业务分为自主制造和对外采购两种 ,

其中对外采购主要是应客户要求采购特定供货商的设备后由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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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由于圆内机槭装备技术较欧洲蜃家尚有较大差距 ,公司已中标

水泥生产线中自主制追的设备配套率不高。由于装备制造业务的毛利

率水平较高,公司加强与全球知名的装备制造企业合作,增加装备制

造业务的技术实力,进而增大自主配套比率。

公司海外业务由于连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欧偾危机和亚非拉部

分地区政治动荡影晌,订单量出现较大波动。面对海外市场新签订单

量波动的情况,⒛ l1年开始公司加强了对于国内市场的开发,当年国

内新增订单量大幅增长。然而仝球经济仍处于增速减缓阶段,水泥生

产线工程的需求仍然较低 ,⒛ 12年国内和海外订单较 ⒛11年均有明显

降低。⒛13年以来,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尤其是受到神击较小的亚非

拉等新兴经济体恢复较快,公司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订单量

显著上升。2013年 ,公司新签订单 3⒛ 亿元,同比上升 28亿元,在新

签订单中水泥技术装备工程主业合同 all亿元,其中国内工程含同 m
亿元、海外工程及运营合同⒛1亿元袒

裁至 ⒛】3年本,公司在执行结转含同 茁1亿元,未执行合同 够

亿元。公司主要在建工程顼目看,各项目进展均未到 5佛 ,业务具有一

定的持续性。但国内水泥产业调整政策和全球经济复苏尚不可预测 ,

公司未来业务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综舍分析,大公对中材国际 ⒛l4年度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为烛+。

预计未来 l~2年 ,公司未来将继续以水泥生产线工程为主营业务氵

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将倮持稳定。因此,大公对中材国际的评级展望为

稳定。

注:拨侦±+的倌用状况妊评价短翔‘女艹拨行倌用风捡的壬础,本铞分珥点洋

见 “中口中枋固咖 司细。年庄企业倌用评扭报告、

资本结构

⒛il年以来公司负咖 ,咖 偾为主:资产负偾

车珏年●升,但有:0努占比铰伍,扌忭拉务压力扭小

2011年 以来,由于资金的需求呈持续增加,公司负债总额持续增

长氵公司负偾以流动负侦为主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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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1年床

-泐 负偾合计

20⒓年*  20】 3午未

¨·非流动负偾合计

⒛ !4年 a月 床

-泐 负侦占比

田 1 ⒛|i珈 年抑
"年

●月未公司负-
公司流动负偾主要由预收款项、应付账款、其他流动负偾和短期

借款等构成。⒛13年末,公司预收款项 mm亿 元.同 比变化不大 ,

主要为舍同启动资金;应付账款 “ 12亿元,主要是采购及工程款顼 :

某他流动负债为 ⒛ 30亿元,同比增长 m⑿ %,主要是核箅已鲒算未

完工项目,当公司工程项目按照合同准则结算的金额大于实际工程施

工进度的金额时,其差额计入其他流动负偾:短期借款为 11幻 亿元 ,

同比增长 “26铞,主要是公司为满足流动资盒需求增加借款所致。

⒛ 1在 年 3月 末,公司应付账款为 娟 “ 亿元,较 ⒛1a年末下降
8娴 亿元,主要是支付到期账款所致:短期借款为 17⒛ 亿元,牧 2013

年末增长 570亿元,主要是公司为补充流动资盒增加借款所致亏其他

流动负债为 1衽 a4亿元 .同 比下降796亿元 ;其他各顼流动负偾较2013

年末变动不大 ,

应付账款
30 2?%

短 期
预收款项
‘4 0!%

共他
6 $2%

共他琉动负偾
!2 4?%

田2 20i● 年未公司沈动负侦杓成

公司非流动负侦规模在总负偾中占比较小,⒛ 13年末为 1370亿
元丿占总负偾比重为 71邴。2013年末,公司长期借款为 6m亿 元 ,

同比增长 3m亿 元,主要为信用和担保借款,占比分别为 26⒛嘟

"7眺
;长期应付款为 3攻a亿元氵主要是公司含并同一控制下的其他

企业收到中材集团支付的职工安置费所致:专项应付款为 271亿元 ,

o "a牯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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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00亿元丿主要是公司之三级子公司收到土地收储费所致。

⒛H年 3月 床,公司长期借款为 9⒛ 亿元,较 ⒛ 1♂ 年末增长 3m
亿元。

⒛11~⒛ 1θ 年本及 ⒛ l衽 年 3月 末氵公司总有息偾务在总负偾中占

比较
—直较低,随着长、短期借款的增加,公司有息侦务规模增长较

快,但在总负债屮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 ,

从偾务期限结构上看,公司 1年以内有息债务占比较大,短期债

务较为集中何

⒛11~⒛
"年

木及 ⒛ 1‘ 年 3月 末,公司所有耆权益分别为 屿 ⑿

亿元、锔 ω 亿元、妞 勿 亿元和 珏G11亿元氵其中 ⒛!a年公司所有

者杈益下降主要是资本公积金下降
刂
以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损失扩大所

致;⒛ 14年 3月 木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是未分配利润i曾加所致 ,

⒛ll~⒛ l3年末及⒛H年 3月 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弼 M%、

m1巩、813搦和 m18%,资产负债率遂年攀升,但由于公司债务以

预收款顼和应收账款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较强的议价能力 ;

长期资产适含率分别为 2240隅、⒛5⒛%、 r89lls和 ⒑810%,虽然

波动下降,但长期资本对长期资产覆盖程度依然较好亏流动比率分别

为 1⒛ 倍、【【7倍、【1衽 倍和 l”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090倍、

oθ2倍、0盯 倍和 0昀 倍,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尚可 .

截至 ⒛14年 3月 床,公司无对合并范围外的公司担保事项。

总的来看,公司资产负侦率逐年攀升,但有息偾务占比较低,因

此整体债务压力较小 ,

|短
期有息侦务不包含应付祟据 .

氵
公ol资本公积佥 卜降主要是同一控制下合并共他企业攵付对价大于合并臼被合并方诤资产价值,相应沁狨资本

公积所致。

⒛⒒年 a月未

短期有息偾务
|

长期有息债务

总有息偾务

总有息偾务占总负债比重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侦

⒛14年第二季度

2014年第三季度

2014年第四季度

20⒖ 年第
—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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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流动性

公司资产翔铵讧年臼长氵以流动资产为主,货币资仓较为充裕氵

资产琉动挂较好;工公司延长账期以及新开工顼目△多形巾i应收毖

熬周转率和存货周转效串有所下阵
2011~⒛ 13年末,随着公司水泥生产线工程业务的增长丿总资产

规模逐年增长,总资产中流动资产占比较大。

l00

?5

50

26

0

2011纬未

豳勿 流动资产合计

⒛⒓年末  ⒛ !θ 午未

··̄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14年 θ月末

— 泐 资产占比

田0 ⒛
"~⒛

‘a年未及 ⒛i0年 臼月未公司资产杓成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存货、预付款项、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等构

戍。⒛13年末,公司存货为娴 ⑴ 亿元氵同比增长 ?m亿 元,主要是

新开工项目增加所致 ,主要为工程施工、在产品和库存商品,占 比分

别为 33m%、 ⒛ 4锅和⒛ 7码 ;预付款顼为 6574亿元,同 比增长⒛ 09

亿元,主要是公司新开工项目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货 币资金为 m臼
亿元,同比下降 8m亿 元,主要是新开工项目的采购款同比增加、收

购中材集团 3家子公司以及支付并购印度 LNVT科技私人有限公司的并

购款所致,其中受限资金为 800亿元;应收账款主要为已完工未结算

的工程款,其中⒛12年 V12亿元,同 比增长 9161%,原因有=:其
—

公司贸易业务年末部分销售未能及时回款:其二郜分项目业主付款

滞后 .2013年末为 3‘ 42亿元 (计提坏账准备 650亿元),同 比增长

?l砚 ,其中账龄在 !以内的占比为 m2拂 ,前五大久款客户金额合计

占比为 13ω%,应收关联方款顼合计占比为 150哪。其他流动资产科

目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用于锁定汇率而进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

其数据根据公允价值变动及远期外汇交易交割情况变动;其他应收款

主要包括土地定金和各类保证金等,⒛ 12年末为 lO04亿元,同 比增

长 ⒛012%氵 主要是 ⒛12年术公司贸易业务根据合同实际执行情况对

存货和预付款项重新分类所致,⒛13年本为 6∞ 亿元,同 比减少

扭 “%,主要是因为公司之=级子公司东方贸易公司 ⒛13年停止钢材

贸易业务,将预付货款重新与客户确认了偾权氵根据相关情况计提坏

账准备所致。

20】 4年 3月 木,公司流动资产为 ⒛ 05亿元,较 ⒛1a年末诫少

!6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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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搦,某中存货为 m41亿元,较 2013年本增加 41鸥;货币资金为

钙 16亿元 ,较 ⒛la年本减少 l0阢%:预付款项为 mW亿 元,较 20l$

年木增加 47觇;应收账款为 m″ 亿元,较 ⒛13年末减少 49a%。

应收账款

2a o$%

田4 ⒛
"年

未公司沈动资产杓成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和无形资等构成。2013年床氵公

司固定资产为 1769亿元,同比增长 1151%,主要是公司加强装备制

造业务投入所致;无形资产为 6″ 亿元,同 比增长
"51%,主

要是公

司土地使用杈增加所致 ,⒛ 14年 3月 末 ,公司各项非流动资产均较 2013

年木变化不大。

⒛∶l~201a年及 ⒛】4年 1~3月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

⒛ 叽 天、41妞 天、田 ″ 天和
"9a天

氵应收账款周转天数逐年上

升,主要由于公司账期延长所致: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5攻 阢 天、昀 64

天、⒆ ⒛ 天和 l【 6m天 ,存货周转天数逐年上升氵主要为工程新开

工项目增多所致 .

在所有权受限资产方面,截至 ⒛14年 3月 末氵公司用于银行贷款

的抵质押房产、土地和机器设备合计 9叻 亿元;受限货币资金 0盯

亿元。

综舍来看,⒛ 1】 年以来,公司资产总旦保持稳定增长,总资产中

以流动资产为主:由于公司延长账期以及新开工项目增多,应收账款

和存货周转效率有所下降 ,

受钾贸业务收入下阵以及冰泥生产砷ⅡL努n利弱化形巾,⒛i2年

以来公司扌业收入和利润总扛辽年大扛下阵,毛利率有所玟动,总资

产报■卒和净资产收益串均辽年大△下碎

20H~2013年 ,公司营业收入逐年下降,⒛ 12年营业收入同比减

少 巧 3啷,主要茁于公司水泥工程主业受国内市场萎缩和国外金融危

机的持续性肜响丿同时受钢材贸易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所致;⒛ 1a年公

司收入下降主要是钢贸业务收入大幅下降所致亏公司毛利率波动下降 ,

主要是由于核心业务生产成本上涨以及为应对下游需求不足适庹调整

价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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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l1午 20⒓年 201a年

鲡 靓 收入   利润总额 — 毛利率 — 营业利润率

田0 20ii-aOia年公司收入及盈吊

"况
2011~20⒙ 年氵公司三项期间费用中,管理费用的金额较大,主

要为研发费用和职工薪酬;由于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幅废大于期间费用

下降幅度,导致期间费用占比逐年提高,

⒛l1~⒛ la年 ,公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0⒛ 亿元、0lO亿元和 O10

亿元,在营业利润中占比较少:但 ⒛⒓年以来由于钢贸业务出现信用

风险,导致公司钢材贸易业务计提牧大数额的资产减值准备,⒛ 12~

2013年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大分别为 5V亿 元和 891亿元,对公

司盈利水平造成一定不利影晌 ,

⒛ 1∶
~⒛1a年 ,公司利润总额和诤利润均逐年下降,其 中 2012

年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娟 1搦 ,净利润同比较少 600锅 ,主要茁于受

2∞8年、⒛∞ 年新签订单较少和钢材贸易业务下滑所致;⒛ 13年公司

利润总额及诤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主要是钢材贸业务计提较大数额坏账

以及公司主要业务的生产成本增幅牧大导致其盈利弱化所致;⒛ 11~

⒛13年 ,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为 1014%、 50姗湘 160%,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为 MO5%、 lO‘帆和 !m%,均逐年大幅下降氵主要是公司

净利润逐年大幅下降所致 ,

20M年 l~3月 ,公司实现菅业收入为4吐 狎亿元,同 比增长 14阢 ,

毛利率为 14m%,同 比下降 0V个 百分点:净利润为 2"亿 元,同

比下降 0勿 亿元。

18,745

lB5氵 031

6,615

期间赞用/营业收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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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i年以来,公司经营挂现佥流获取臼力较弱且放动桂银大i对
偾缶的保冖△力不白定 :⒛1a年由于扑充沈动挂资佥j公司”资挂净

现佥流转为净波入

⒛11~⒛ 13年 氵公司经营性诤现金流波动较大.其中⒛11年公司

经营性净现金流大幅下降主要受公司开展贸易业务使得存货大星增加

0Fr致亏⒛12年 ,经营性l÷.现金流靶 011年明显好转,主要由于存货减

少和经营性应付增加所致;⒛ 1a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大幅下降主要是诤

利润大幅下降、存货增加和经营性应收增加所致;投资性现金流呈现

诤流出,主要由于购建圃定资产艾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支付新收购企

业款顼;筹资性净现金由诤流出交为净流入主要是公司借款增加以满

足流动性资产需求所致。⒛1【 ~⒛ 13年及 2014年 1~3月 ,公司现金

回笼率分别为 90m%、 【o4锔%、 90⒛%和 714搦,现金回笼率波动

下降,主要是受公司回款周期延长影响所致。

2011午

臼经营性挣现全流

2012年

口投资性净现全流

201s年

曰筹资挂挣现全流

田‘ ⒛ii-aO们 年公司现佥流

"况
⒛11~⒛13年,经营性现金流波动较大,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对偾务

的保障能力不稳定:由于利润的下滑和利息支出的增加,导致公司 PBH

和 EB1T0A利 息保障倍数逐年牧少,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⒛14年 1~3月 ,公司经营性挣现金流为 la31亿元,同比下降

7"亿 元 ,主要是 ⒛ 1衽 年-季度在执行含同付款较为集中但收款较少

所致亏投资性净现金流为
÷【l15亿元,诤流出额同比有所减少,主要

⒛13年同期艾付收购企业价款所致;筹资性渖现金流为 90珏 亿元,同

!!

-4 33ˉ2 。B

经营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偾

经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偾

经营挂挣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EB1T利息倮障倍数

m1mA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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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5昀 亿元,主要是借款取得的现金增加所致。

总的来看氵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对偾务的保障能力不

稳定;公司筹资增加导致有息债务上升。

外部流动性

公司山n柒iiu多,坩努炅活挂较好,莰仃外郜资佥支持的

"力较强i加强了对偾务的保冖程皮

公司及具下属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江苏银行和中国银行

等盒融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⒛
"年

3月末,公司及子公

司获得各银行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⒛4叻 亿元,其中尚未便用 ⒛7M
亿元.此外,公司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具有直接融资渠道。

公司财务弹性良好,为其偾务偿还提供了有力艾持。

短期偿侦能力

⒛11~⒛la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m“ %、 祀 1绋和

813犸 ,逐年上升;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l⒛ 倍、1r倍 和 114倍 ,

速动比率分别为 0∞ 倍、0叻 倍和 0盯 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

有波动相对稳定,资产流动挂尚可。公司负偾以流动负偾为主 ,主要

为公司水泥工程顼目执行中形成的预收账款,⒛H~20I3年末,预收

账款分别占公司流动负偾总额的∞ 5陬、娟 阢%和 ω ⒃%,这部分款

项并不需要即时偿付。因此,公司需要即时偿付的流动负偾数额较少 ,

流动资产可以对流动负偾形成良好硬盖。

结论

综合分析,公司能够对本期融资券的刭期偿付提供很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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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安排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发偾主体勹 拟发行 5亿元人民币的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在本期馄期融资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眼公司 (以下

简称
“
大公● 将对其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缀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

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

的重大事项以及发偾主体屐行偾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债主

体本期融资券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

1)踉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踉踪评级j大公将在本期融资券发行后 6个月内发布定期跟踪评级报眚。

不定期跟琮评级:大公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l个工作日Fol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妙 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据艮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

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眚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偾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拔露对象进

行披露 ,

3)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霈资料,大公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

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

级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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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 甜否⒛14年 3月未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叔鲒构图

100 0llq

41 8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中材集团有眼公司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其

他

⒓
家

子

公

司

南

京

水

泥

工

业

设

计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水

泥

工

业

设

计

研

宄

院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中

材

工
程

设

计

研

究

脘

有

限

公

司

中

材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建

筑

材

料

工
业

设

计

研

允

脘

有

限

公

司

中

材

装

备

集

团

有

眼

公

司

!4



⑩ 淝 蚺
短期触资券偾顼信用评缀报告

附件2 截至⒛14年 3月未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战蹈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茔事会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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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 份
⒛“年 a月
(耒经审计〉

⒛1a年 20⒓ 年 2011臼0

赍币资金 451,63. 506,68. 590,02I 5BB,02'

血收票据 74,61⒓ 81,884 B⒐ 17i 80,00(

立收账款 $27,20【 344,17‘ a21,2攻 ( 16?,饣 41

其他应收款 6‘ ,0!i 65氵 95疋 100,43〈 33.40(

顷付款项 581. 72￡ 667,a留 B56,53( 4g4,05i

序货 504.09( 4B3,86~ 410氵 06( 416氵 07(

宛动资产合计 2,005,08【 2氵 04$,矽 ( 1.870,94‘ 1氵 07`,74:

固定资产 1tB,50( 176氵 ε6i 15g氵 60( 166,60‘

乇形资产 66,8刂 ( o7,224 42,68〈 34,0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la氵 o8( 13氵 86i 14.5衽 j 【【
,
I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 .?2. θ24,02i 261氵 13) 225氵 09适

总资产 2,326氵 81( 2.367氵 45I 2,132,07t 1,902,8B(

货币资全 iθ 4∶ 21 4〈 27 εi 2ε  3】

立收票据 B2i 3“ 41( 4欤
立收账款 1珏 0〈 14“ 160i 88i
芪他应收款 2⒎ 2π 47 17(
预付款项 26 0( 23 5亻 167: 22 8〈

存货 21 6( 20 4‘ 】9 2〔 2【 a~

流动资产合计 80 1亏 86 {∶ |∶ B' 7【 88 1

固定资产 ?4( ?4i ?⒋ ε 1(

无形资产 2ε i 2⒏ 20( 】 ⒎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⒏ l3 6‘ 122〔 l: 8【

噎期借款 !72,45‘ l14,87( 47,34【 18,001

吱付账款 450.42i 6攻 1,19E 衽92,09( 467,79【

顶收款项 82a.衽 o【 786氵 72j

'攻

0,43( 70`,41吾

其他流动负偾 】4a,B6( 223,00( 126,2‘长 1a.12.

流动负偾合计 l,0ε 0,4`( 】,7ε7,76【 1氵 596,19( l氵 $98,48.

长期借款 92,0衽 ( 57,94: 20.00( o` 60【

长期应付款 3!,87i a4,3o〔 !6,80【 4,551

亭顼应付款 3】 .72i
冖
j

°
‘ 1al 17氵 11~ 2,B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6.26亻 137氵 69: 60氵 20I 64 !81

负偾合计 1,805,74⒓ 1氵 926,361 1丿 006,4ε⒓ 1氵 452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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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3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续表0
单位:万元

年 份
⒛14年 a月
(未经审计〉

⒛1a年 2012年 ⒛!1年

短期借款 92' 591 2B~ 12忑

立付账款 24 4( 28 1) 29,0( 32 2(

顷收款顼 44 1~ 衽0 8〈 46 0( 48 7(

良他流动负偾 7锁 116( ?6i 0钬

宄动负偾合计 90 6I 02 8E 05 8~ 96 2i

《期借款 刂 0【 30】 12( 2bl
非流动负偾合计 9⒋ ?1〔 41( a⒎

少数股东杈益 14.56( 14,84~ !!,27: ll,20〈

实收资本 〈股本 ) !oo,aa( 100,33( !o9.aa〈 91氵 10(

资本公积 !B.Ol亻 13,61. 26.50【 37,79】

盈佘公积 B△ !6i 3】 ,】 61 29氵 84( 28氵 51~

未分配利润 297,08( 270,30~ 289,89j 281,09〔

自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杈益 4珏6,51〈 427,26· 466,a1￡ 攻a8,o5.

折有者杈益合计 461,07~ 442,llO: 466.59( 珏jll,16!

雪业收入 444 `θ 【 2氵 0?3丬 15{ 2,【 2B丬 74j 2,500,80〈

菖业成本 380.77】 【,801氵 98【 】,?98.OBl 2氵 13ε .40(

踏售赘用 4氵 22( 18,?在 : 17,28j !7,00【

瞢理费用 B0,60i 】28,】 21 142氵 28( 136丬 03)

呀务费用 -i,?B1
⒍ 61￡ -B,`0( -64(

菖业利润 25,09~ 20,04【 】00,0?( 188,s6(

田润总额 20,`5〈 3i,2C( 103,76( 1$0,28【

折得税 6,】 01 24氵 12( 27 25【 33,30【

争利润 20,0;( 7,1⒋ ?0,6i( 155氵 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氵 80⒓ 8,9a【 76,30: 15a,78(

菖业咸本 86 6⒓ 86 9j 84 6‘ 85 2(

消售赞用 0⒐ o0l 0B1 o碰

瞢理费用 6驳 61( 6π 5a(
诂务赞用 -O a. 0θ壬 -0 1i —0 0(

菖业利润 sO~ 10( 4`i 7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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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3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续表2)

单位:万元

年 扮
⒛⒒年 a月
(未经审计〉

⒛1a年 20⒓ 年 ⒛11年

利润总额 67: 15∶ 4⒏ 75'

净利润 464 o3~ a敌 621
自属于坶公司所有耆的挣利润 46. o4【 冖

b 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诤额 -13a,12‘ -18,25】 1】 4,09【 -28?,08〔

殳资活动产生的现全流蛩净额 -】 .53【 -67'50【 -43,ε 2【 -45,22⒓

詈资活动产生的现全流且净额 90,11【 70,1g〈 -20,70( -14,90(

)B1T 2岛 10~ a7,96亻 !07丿 4a【 192,89亏

⒔11DA 61,42⒓ lB!氵 86. 212丬 67(

莹有息偾务 285,衽0i 193氵 l?( 89,43( 65.101

毛利率 (%) !4a( 130( 】5 B l4叔

菖业利润率 鸱 ) 6劬 1lll 47i 731

总资产报引率 α ) 1 2j 1α 50~ 101亻

净资产收益率 α〉 4⒋ 1σ 16 4( θ4 6〔

资产负偾率 α〉 80 1【 81 a( 78 1j 76 3亻

匮务资本比率 α) B8 2( θ0 4】 160( 126:

κ期资产适合率 (%) 198 1〈 178 9( 205 2⒓ 224 0(

流动比率 〈倍 ) ! 1 【∶亏
●

4

速动rt率 〈倍〉 08. 08i 09⒓ 0钬

屎守速动比率 (倍 〉 o ai o朕 0 4: o⒋

序货周转天数 〈天) llO 7( 80 2. 82 0~ 5吐 6(

立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67 9: 57 71 41 衽~ 20 9(

经曹性挣现佥流/流动负债 (叻 -` 6( —
1 0【 7⒍ -20 6⒓

经营性挣现金流/总负债 (%) -7 01 -l Oj 73⒓ —lO Oi

经曹性挣现金流利息保障倍数 (倍 〉 一丐0 ?I -2 6〈 2? 2( —?9 3i

⒙1T利息保障倍数 (倍 ) 1191 62〈 25 6亏 63 θ(

⒙110A利息保陛倍数 (倍 ) 84i 3! 6( 58 8〈

现金比率 m) 26 `( 28 4( 37 !￡ 38 Fo~

现金回笼率 α〉 ?1 4( 90 2· 104 4( 00 ?.

臣保比率 (吩 o0( 00( o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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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l 毛利率 (%)=(1一营业咸本/营业收入〉× 100%

2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l0啷

3 总资产报酬率 〈%)=EB1γ年本资产总额×10隅

4 挣资产收益率 (%)=挣利润/年末诤资产×l0帆

6 EB1T=利 润总额+计入财务贸用的利息艾出

6 εB】TDA=EB1T+折 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7 资产负偾率 〈ω =负偾总额/资产总额×10溉

8 长期资产适合率 〈%)=(所 有者杈益+非流动负偾)/非流动资产×10锅

9 债务资本比率 (%)=总有息偾务/资本化总额×iO眺

10 总有息偾务 =短 期有息偾务+长期有息偾务

11 短期有息债务 ˉ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短期债券)+一 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 〈付息项 )

12 长期有息债务÷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付息顼 )

13 资本化总额 =总有息债务+所有者杈益

H 流动比率 =流 动资产/流动负偾

⒗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一存货)/流动负偾

16 保守速动比率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交易性盒融资产)/流动负偾

17 现金比率 (%)=(货 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偾×l0啷

18 存货周转天数
j=3∞

/〈 营业成本/年初末平均存货 )

1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犭=3θ0/(营业收入/年初末平均应收账款 )

⒛ 现金回笼率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全/营业收入×10怫

21 EB1T利 息保障倍数 (倍)=εB1T/利息支出 =卩B1T/(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

本化利息 )
(

‘一季度取∞天。
i一

季度取m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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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mIT9A利息保障倍数 (倍)=EB1翎√利息支出 ÷ 田IlDA/(计入财务女用的利息支

出+资本化利息 )

⒛.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保阵倍数 (倍〉=经营性现全流工诤额/利息支出 〓 经营挂现金

流且净颌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纽~担倮比率 (%〉 =担保佘额/所有耆杈益×lO怫

⒛ 经啻性净现金流/流动负侦 鸱)=经 营性现佥流最净额/[(期初流动负侦+期末流动负

偾)″]× 10佛

⒛ 经苜性诤现全W总负愤α)=经营性现金流量诤额/[(期初负债总额+期末负偾总额〉

/2]× 10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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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5     短期偾券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i级 :为最南缀短期偾券,其还本付忠能力最强,安全挂最南。

艹2缀 :还本付息能力较强,安全性较芪。

艹臼级:还本付息能力一般,安全性易受不良环挠变化的肜响。

臼级:还本付息能力较低,有一定的违约风险。

o级:还本付忠能力很低,违约风险较商。

0级: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注:每一个信用等趿均不进行傲调。

短期油姿券猿顼倌用评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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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构承诺所出具的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和 《中国中材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企业信用评级报告》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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