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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0Ⅱ⒛IBI屿B号 (主 )

评银现点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眼公司 (以下简称

“
中

材国际
”
或

“
公司勹 圭要从事水泥生产线的设计、

装备制造、安装、土建工程和总承包业务。评级结栗

反映了公司在水泥工程领域拥有领先的行业地位、具

有较强的设计和研发实力、工程模式领先等优势,同

时也反映了受全球经济和国内水泥产能增速诫缓影

响公司收入和利润总额逐年下降、经营性净现金流对

偾务倮障不稳定等不利因素。综合分析,公司不能偿

还刭期Iil务的风险很低,

预计未来 l~2年,公司将继续以水泥生产线主

程为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搁水平将倮持稳定。大

公对中材国际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主要优势/机遇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

=程
服务供应

商,自 ⒛m年以来海外市场占有率连续六年第一氵

在国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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脘,设计经验

串富氵研发实力较强i

·公司采用εPC总承包摸式,减少客户投资,缩短建

设周期氵有利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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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风险/挑战
·公司作为国际水泥工程企业'易受全球经济和国内

水泥产能增速减缓影响,2011年 以来,公司收入和

利润总额逐年下降 :

·公司经营性洚现金流获取

对债务倮障能力存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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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为便于报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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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公及某评级分析师、评审人员与受评主体之间,除因本次评级事项构成的蚕托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影响评级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

二、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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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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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评级意

见未因受评主体和其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当影响而发生政变。

四、本报告弓丨用的受评对象资料主要由受评主体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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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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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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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得歪曲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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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评主体

屮材国际经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成立于 ⒛01年 12月 ,是

由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现名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

材股份0作为主要发起人,联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南

京肜天科技实业有眼贵任公司、北京华恒创业投资有眼公司、北京联

天科技发展有限贡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整合了

中材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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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⒛∞ 年

4月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600听0,截至 2014年 3

月末,公司注册资本为 lO叻 亿元氵控股股东为中材股份,持股比例

为 矽 鲷%,中材股份的母公司中国中材集团有跟公司 (以下简称
“
中

材集团● 是国务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

委● 下属 lO帆控股企业,因此,国务院国资委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茼新技术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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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大屮型新型干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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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⒛14年 3月 本,公司拥有 m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宏现经济和政笫环垸

⒛i4年-季度国民经济开局平茁且总忭向好,纬杓胡史和转型升

扭臼铵取

"巧
进展:外邙环垸工杂多变导玫国内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2014年 一季度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l⒛,21a亿 元,同 比增长

7娲 ,增速较 2013年同期画落 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2014年一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锅。分产业看,第-产业增加值 7,″6亿元,

同比增长 ε6‰ 第二产业增加值 田,m7亿元,同比增长 73%;第三

产业增加值 62,阢0亿元,同比增长 78%,分要素看 ,圃 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增长 17镪:社会消贷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llm;迸 出

口总额同比下降 l佛,实现贸易颀差 lθ74亿美元,⒛ 14年 3月 份中

国制造业 Pm1为 。aO挪丿较 ⒛H年 2月 微升 01个百分点,自 ⒛】3

年 l1月份后苜次回升,预示我国制造业总体平稳何好。从工业景气度

看,⒛H年一季度工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280,环比上升 37点 ;工

业企业家信心指数为 124a,环比提高 33点 。

结合宏观数据综合分折发现 ,20l刂年-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C1lp

比重升至 4θ%,且第二产业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 3个百分点,说明茌市场机制作用下 ,

产业结构继续得到优化,此外,投资增速有所回落,笫≡产业与民间

投资比重继续提高,居民捎费增速有所加快,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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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整体看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取得
—定进展。

导致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

峻,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较大,1旺 分别调低 ⒛14年世界经济增长预

期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预期 01个百分点和 02个百分点,世界经

济复苏低于预期进而影晌我国出口增速 ;另一方面 ,我国正处于增速

换挡期、结构调整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

=期
”
且加阶段 ,加上

政府主动调控加大淘汰落后产能与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因此经济增速

放缓属于阶段性客观反映令

总体来看,⒛H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继续取得新进展,但同时也注意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

变导致国内经济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垸

我国水泥产溯 ,新臼产能虫闾有限,但我国对落后产能谀迫

和扭

"巧
牧礻瞰 i以及国外市亏Ⅱ汗回口,为冰泥王程尿硇

捉供了浙的发辰主间

水泥作为基础性的建材产品之一,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我国己

成为世界上水泥第一大生产和消费国,截至 ⒛12年末,我国新型干法

水泥达到 31θ3亿吨 ,产量占全球总产里的 7陬,人均消费 17吨水泥。

我国水泥行业快速扩张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⒛00年以来,中央政

府密集出台了控制产能过快增长、淘汰落后产能和加快行业兼并重组

的政策,近两年国家针对大气污染等环境保护问题相继出台了行业准

入和废弃物排放标准等,⒛ 13年 5月 .工信部进—步出台 《关于竖决

遏制产能严重过柔刂行业盲目扩张的通知》(892号文),将水泥等产能过

剩矛盾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同年 l0月 国务院印发 《夫于化解产能严

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严格限制新增产能,并首次提出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环境敏感地区迸行减量置换。因此 ,国内

未来的水泥新增水泥生产线审批受到严格控制 ,国 内水泥生产线整线

建设和安装工程业务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但是由于我国对于水泥企业

的环保要求和排放标准日益严格,特别是针对氮氧化物的排放有了新

的要求——氮氧化物是
“
十二五

”
期间我国新增的减排指标之-,目

标是 5年内降低 1眺。水泥企业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线改造的需求

将大幅增加。

而在国外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己经完成大规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城镇化进程,水泥生产线工程的需求主要袤现为对原有生产线的政造

和更新,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内建设的需求较大,但是 ⒛∞ 年以来,相

继受到金融危机和欧偾危机影响,宏观经济增速诫缓,加之部分欠发

达地区政治局势不稳定,均影晌到大型水泥生产蔺的投资意愿。但是

随着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经济受冲

击较小区域 ,经济己经逐渐恢复,⒛ 12年,我国对外水泥生产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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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营业额为 l氵 ⒕6亿美元,新签合同额 1,阳5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

长 127玛和 9θ8%。 预计未来 l~2年 ,国外市场对于水泥工程的建造

需求将继续有所回升。

冰泥工业工程有铰强技术和专业Ⅱ垒 :同时冰属工程企业的经茁

和市场地位较大程皮形晌获取订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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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大规模自动化软件开

发的能力。同时需要建设企业学握诸如破碎设备、预均化设备、高温

烧成设备、粉磨设备、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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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在较大资金投入的基础上进

行长时间的开发和研宄,因此,一股公司欲迸入水泥工程建设行业氵

从技术和专业技能上讲存在一定的障碍。

水泥规模经济特征明显,新建的生产线一般产能牧大,对应的投

资规模较大。水泥工业工程建设企业的市场地位、技术实力、研发实

力就成为业主选择总承包商或专项建设商的标准。对于新迸入的企业

即便通过购买等方武获得-定 的技术,但缺少六型水泥工程承包经验

和客户的认同将会阻碍其业务的拓展。综含采看,水泥工程行业有较

高的行业壁垒。

日际水泥工程市圬菇争较为毖烈 ,传纬臼国公司实力较强,中材

国际为代浪的中国公司快速成长;国内市场水泥工程总承包项目较少 :

主妥克争在±】工程和装缶倒迫

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德国和丹麦等国家 a家传统水泥工程跨国

公司,长期从事水泥工艺和设备的技术开发,在某些技术上和国际化

企业运作上仍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公司依靠先进水泥厂仝套生产设

备和售后技术服务,在 国际供货市场上始终占据 m%~们 %的市场份额 ,

以中国为主的少数国家依靠自身国际化的技术装备和强大的投资成本

和工期、质量控制能力,逐步取代传统国家在水泥工程市场的地位询

近年来,我国对外水泥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及新签合同额持续快速增

长,我蜃正遂步成为世界重要的水泥工程服务提供商,以中材国际为

代表的我圆水泥工程总承包商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国内市场方面,水泥工程总承包项目较少。在水泥工程设计领域 ,

四家国家级水泥设计院凭偕多年经验和客户基础占据主导优势,其中

=家
在中材国际旗下:另外-家是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眼公司旗

下的水泥设计研究脘,主要设计 5,000〃d及以下的水泥生产线,而在

水泥土建和设备制造领域,竞争较为激烈,中小型企业凭借成本优势

进入行业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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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苜与竞争

公司主要从△大中型水泥生产线的】设;包括研发与没计、土莛

安装和装缶倒造及销:;20ii年以来;国内外唳羽政策和经济环垸的

变动对公司收入和盈溺水平产生-定不利形响

公司主要从事大中型水泥生产线的建设氵包括水泥生产线的土建

利安装,以及装备制造业务,其中装备制造业务主要是为水泥生产线

傲咸套设备,分为自主制造和对外采购两种模武。由于公司水泥生产

线工程需要采购大量钢材,故 ⒛l1年公司进入钢材贸易版块氵但由于

钢材贸易行业景气度急剧下降,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在 ⒛13年基本退

出该业务,公司其他业务还包括监理和技术转让等 .

受到 ⒛08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公司⒛∞ 和 ⒛lO年两年海外订单

量下滑明显,由于海外水泥项目工程周期为 24~m个月,因此在 20ll

年后,订单减少的影晌逐步显现在确认收入方面,⒛H年以来,公司

营业收入逐年下降,某中⒛⒓年主要由于海外订单的减少;2013年主

要由于公司退出钢材贸易业务所致.分版块来看 ,由于业务的协同关

系,水泥生产线工程与装备制造业务收入变动方向一致,⒛ ls年收入

规模均出现较明显回升。

项 目
⒛“年 l~a月 ⒛ia年 ⒛】2年 ⒛11年

镧 占比 金额 占比 掬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收入 44 珏
`

100 ω 20` 臼2 100 00 212 $` 100 00 250 OB IllO 00

水泥生产线工程 10 20 43 10 o饣  02 4? 3‘ 02 98 43 78 90 42 39 61

装备制造 24 67 55 26 102 24 49 4a 96 96 衽5 18 117 80 40 0?

贸易 o 12 0 26 2 85 1 38 18 66 8 74 20 52 1】  76

其他 o 58 1 29 4 3! 1 84 4 87 2 29 4 14 1 65

毛利润 6钿 100 00 27 】2 100 00 a2 61 100 00 37 14 !00,00

水泥生产线工程 1 87 29 2θ 6 31 19 07 6 82 20 00 8 58 23 10

装备制造 衽 20 67 12 】9 ‘‘ 73 03 22 16 68 !8 25 2! 67 88

贸易 o 04 0 65 0 24 o 92 0 18 0 54 0 58 1 57

某他 0 19 2 94 2【 2 6 08 3 34 10 29
●
i

●
i

●

4 7 46

综合毛利萃 14 B臼 1a O8 15 a1 14 go

水泥生产线工程 0 ?6
^
φ4庆

υ ? 34 $ 63

装备制造 1? 衽7 1901 23 10 21 38

贸易 35 63 8 67 0 06 1 97

某他 32 69 衽0 18 68 `1
一φ`^

b
^
φ

数据来源.根据公ol提供的资料整理

虽然水泥生产线工程的收入占比与装备制造业务牧为接近,但是

装备制造业务的毛利率远高于水泥生产线工程丿是利润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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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1~⒛ 13年.水泥生产线工程业务毛利率逐年下降,主要是部分项

目预算成本上升、汇率拔动,以及市场竟争激烈使得公司报价下调等

原因所致:装备制造业务毛利率有所波动,但 ⒛13年同比下降较为明

显.主要是公司为增加水泥生产线工程中自有设备的配套比例,适当

调整价格所致:钢材贸易业务受行业景气度影响毛利率始终较低,但

⒛13年公司终止该顼业务后,随着规模大幅减少丿受行业不利冲击的

程度减轻,毛利率出现了短暂反弹,同比上升 7G2个百分点。由于公

司主要业务板块的毛利率波动下释,导致公司 2011年以来综合毛利率

亦逐年下降。

2014年 1~a月 ,公司实现菅业收入为‘447亿元氵同比增长 1‘隅 ,

毛利润为 6妁 亿元 ,同 比下降0m%;毛利率为 H3陬 ,同 比下降 0夕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公司 2014年以来经菅状况与 2013年同期相比

变化不大。

综合来看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未来 1~2年 ,公司水泥生

产线工程及装备制造业务将保持较好的发展前景,收入规模有望恢复

增长,但由于国际市场竞争程度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因素,盈利

水平或将受到一定影晌 ,

公司依丨自身颌先的技沭冰平和多年潜外市号运作经扌,成为全

球垠大的水泥技术装缶与工罹脓努供应商,以 20i臼 年浙笛仑同

"计i,公司在冰泥技术装仔与工程颔0的海外市圬占右串约为 砭
"i自

⒛m年扭连奴六年扫居全球{⋯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公司依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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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泥技术装备与工程

服务供货商,以 ⒛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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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犸,自 ⒛08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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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条,涉及西班牙、

意大利、俄罗斯、法国、阿尔巴尼亚、沙特等 GO多个国家。此外,公

司还相继在尼日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地签订了生产线运营管理服务

合同,备件业务较快增长,使得工程后期服务业务稳步发展。

国内市场方面氵公司是我国建材工业工程建设领域最大的工程建

设总承包商,摧动中圆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设计、安装与设备制造

市场的发展,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国 内2,000〃 d以上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的设计建设基本都有公司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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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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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由于国内机械装备技术较欧洲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公司己中标

水泥生产线中自主制造的设备配套率不高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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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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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合同时同 妯 说明

sCC生产线项目 ⒛ 05年 10,000t/d 中国出口海外的最大规模水泥生产线

RCC一期项目 ⒛ 05年 5,0001/d 被评为 ⒛
"年

度沙特最优秀中赍顼目

越南福山 5000】 Id总包项

目
⒛06年 6,000t/d

2∞9年获建设部颁发的工程建设最高奖
“
鲁班奖

”

拉法基厄瓜多尔项目 ⒛06年 5,000t/d
2∞9年在拉法基集团内部年度项目综合考

评中获得第一名

越南西宁和松涛项目 20ll7年 5,0001/d ⒛lO年获
“
越南工程建设质量金杯

”

越南西宁和土耳其TllAC1M

项目
⒛ 07年 5,000t`d

2010年获
“
全圆优秀△程总承包奖的银奖

和铜奖

辽宁交通水泥有限贾任公

司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⒛ 08年 5亠 000t/d 荣获

“20l1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

RCC二期项目 ⒛ 08年 5,000t/d 2012年获中国建设△程
“
鲁班奖

”

海嫘水泥投资熬料线项目 2009年 12,000t/d
全球最大的三条 】2,0001/d水泥热料线之

资++来源:根据公·l提供资料整理

公司拥有我国水浞仔业三大甲级设计睨;公司工视研发投入 :研

发实力铰强;公司在水泥工程行业采用 EPO三程摸式l这种按式可以

n少窖户投资:缩短0设月期;利润i于传统莛铒工程顼目

公司下属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材国际南京水泥

设计研究院、成都建筑材料设计研宄院有眼公司为我国水泥行业三大

甲级设计研究院。公司拥有行业唯一的水泥节能环保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拥有水泥装备的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联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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氵在北京设有中材研允院 .

在天津、南京、成鄱建有科研开发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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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在国际市场中具有强劲的竟争力。在节能环保领域公司已

经开发和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丿未采公司将继续推动开发水泥工业低

碳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公司先后承担了完成了
“
九五

”
圆家科技攻关计0ll、 国家

“
十五

”

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顼目、
“
十-五”

国家科技艾撑计划、国家
“
№3”

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省市级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氵技术

创新成果在国内外水泥生产线得刭了广泛应用。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等奖、全国水泥工程设计金奖及其它国家等数百奖项 ,

拥有各类技术专利数百项丿涵盖水泥制造的貉体工艺流程,参加了国

家和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公司是我国水泥行业技术装备创新

速度最快、水泥机槭装备开发最多最全、行业内获得奖项最多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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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革位。

工程设计、装备采购制造、设备安装是水泥工业⊥程建设业务整

体链条中的三个核心环节,能提供水泥生产线建设的全套服务。公司

可以根据圆内外水泥生产领域客户的具体要求和市场发展趋势,为客

户提供从咨询、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和采购、设备安装施工、生产

线调试直至售后服务等全套业务流程,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水泥生产系

统全面优化和解决方案 ,

公司采用的工程总承包模武,即对于水泥工业工程建设三个核心

环节的仝过程承包的 mC模武 。εPC模式能够降低客户的生产线投资、

减少水泥生产线建设周期,同时也为公司带来高于其他工程建筑企业

的利润。EPC模式己经为公司在水泥工程建设业取得领先地位氵这种模

武己经成为行业内,特别是大型水泥投资集团的首选模式 ,

公司海外订单易正全冲政治和经济ii况形巾;巧签合同犭△右一

定的汶动性饣20|● 年以来;瞄冖全球经济企獠回升氵公司新签订单△

有所回升氵芷体⊥【在手订单玟为充足

公司海外业务由于连续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亚非拉部

分地区政治动荡影响氵订单量出现较大波动。面对海外市场新签订单

量波动的倩况,⒛ 11年开始公司加强了对于国内市场的开发,当年国

内新增订单量入幅增长。然而全球经济仍处于增速减缓阶段氵水泥生

产线工程的需求仍然较低 ,⒛V年国内和海外订单牧 ⒛11年均有明显

降低 ,

2013年 以来,仝球经济企稳回升,尤其是受到冲击较小的亚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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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砉上升。⒛13年,公司新签订单 夕0亿元丿同比上升 ⒛ 亿元,在新签

订单中水泥技术装备工程主业台同 a11亿元,其中国内工程合同 80亿

元、海外工程及运营合同⒛!亿元。

截至 ⒛【θ年末,公司在执行鲒转合同 钌1亿元,未执行含同 铒

亿元。从公司主要在建工程项目来看,各顼目进展顺利,工程进皮管

控较出色,为及时回款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但国内水泥产业调整政策

和全球经济复苏尚不可预测丿公司未来业务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i EPC是
英义εngineerjng〈 △袒诙计〉、

"ocurement〈
粟购 )和 Con恣 廿刂c1ion〈 施工)的缩写,EP项 自是只包

括△程设计和采购氵不含 |建施工。

数捃来塬.服捃公·l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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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名称

含同

总撷

项目茏△支

百分比
螃 撷 呦

1
尼 日斥刂亚 Dangote Cemellt%rk

L1d, 1boso Linc 3&4
3【 1氵 lθ4 a7 EPC 海外

2
南 非 sεPⅢ洳 水 泥 有 限公 司

5氵 l00t/d总包工程
lO0氵 848 82 EPC 海外

3
赞比亚 a,000/t水 泥生产线总承

包合同
103,?57 76 EpC 海外

4

TAH^ⅢAH CEMENT PLANT L1NE 3

εXPANs10N   R0JECT   6,000tpd

Comen1 Plan1

118.252 1? Epc 海外

5

蒙阴广汇建材有限公司 2条
5,000t/V新 型干法熟料生产线

〈PC)工程总承包合同

73,645 80 EPC 国内

o
伊拉克 CR0水泥公司 5,000讠和 水

泥生产线 EPC项 目
115氵 200 39 EPC 海外

7 印度拉法基 RAJAsTH灬 项目 60,2】 s 95 EP 海外

8
贝宁 №ClBE3,∞ 0t/d熟料的水泥

生产线总承包合同
150氵 333 o2 EPC 海外

9 新疆青松建材达坂城项目一期 BO,1衽 o 03 EPC 国丙

10

贵州荣盛 (集 团〉建材有眼公司

4,500t/d熟 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暨配套低温佘热发电和协同处

置异地技改项目

82.594
^
b EPC 国内

舍计 1,292.!55

数描来源:根捃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公司的贸易业务主要是由中国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眼公司 〈以下

简称
“
东方贸易公司

”)运营,东方贸易公司前身为中国建材装备有限

公司,是建材行业的知名专业设备集成服务和工程总承包公司。

公司考虑刭大宗物资集中采购平台建设需要,自 ⒛11年开始,开

展了贸易物流这一新业务,为规避风险,贸易业务从钢材贸易这—
相

关原材料业务开始儆起。⒛l1年 ,此项业务发展正常,⒛ 12年以来 ,

公司钢材贸易遭遇到风险,对公司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钢材贸易行业出现诫信缺矢,市场混乱等情况,行业环境已较为恶化 ;

另-方面是公司从事钢材贸易的子公司东方贸易公司对行业环境变化

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公司发现洵题后,采取了向相关企业派驻工

作组、终止钢材贸易业务、立案诉讼等一系列措施丿并根据 2012年度

情况在财务报告中进行了风险计提。鉴于 ⒛⒓ 年爆发的钢贸危机对东

方贸易钢贸业务产生了影晌,特别是其作为为公司主业提供支撑的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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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直没有发展起来,公司己经决定终止从事钢材贸易业务,规避系

统风险。⒛la年 ,公司已基本终止钢材贸易业务。

公司治理与管理

产杈状况与公司治理

谶至到 ⒛ l珏 年 3月 末,公司注册资本为 lO m亿元,控股股东为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 锔%,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国务

院国资委。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皿氵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覃程》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做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公司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形成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管理体系 ,

战啼与0理
公司自⒛O1年成立以来,水泥技术装备工程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增

长,为实现稳定持续发展,2011年公司提出了有限相关多元发展战略 ,

在巩固主业和着力提升装备业务高端化的同时还确立了工程多元化、

科研戍果产业化和标准生产线海外推广等新业务。

公司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完善法人泊理结构,实行

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闽的制衡分离,整合监督力量 ,

强化监督职能,形成科学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杈

力运行机制庖公司在确倮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的基础上,为规范公司行为氵控制经营风险,倮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氵

提高抗风险管理水平,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管理及业务管理的特点和要

求,建立健全以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为主的内部控制制度。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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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率连续五年笫
—,同时公司也是我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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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我因三家

甲级水泥工程设计院 〈全国共四家),水泥工程设计经验丰富,研发实

力较强,同时,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各方面管理制度和内控制机制宪

善。综合分析,公司具有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财务分析

公司提供了⒛11~⒛ 13年及 ⒛⒒年 1~3月 财务报表。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人)对公司 2011~⒛ 13年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倮留葸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⒛H年 !~3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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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未经审计。⒛ls年 ,公司新纳入合并范围 6家 ,某中收购中

材集团三家子公司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中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设立中国中材国际 (香

港)有限公司、能源和基建有眼公司、南京中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以及并购境外公司印度 LW1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资产质工

公司资产栩按辽年刂长,以流动资产为圭氵货币资佥软为充裕 ,

资产沈动性扭好 :受公司延长胀期以及新开工项回刂多形巾,应收张

{用转牢和存货冂转效卒有所下碎

⒛11~2013年 末,随着公司水泥生产线工程业务的增长,总资产

规模逐年增长,总资产中流动资产占比较大。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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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l!年未  20!2年未  ⒛13年未  ⒛
"年

g月 末

蝠 流动资产合计  ∴ 非流动资产合计 — 泐 资产占比

田 i ⒛“-aOi● 年东及 20i0年 臼月未公司沃产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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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⒛⒙年末,公司存货为佃 m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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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隅、⒛ 4镪和 2a″‰预付款顼为 65?4亿元,同 比增长⒛ ∞

亿元丿主要是公司新开工项目的采购欷增加所致;货 币资金为 50钾

亿元,同 比下胳 8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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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Ⅶ 科技私人有限公司的并

购款所致,其中受限资金为 800亿元丿受限比例较小,货币资金牧为

充裕;应收账款主要为己完工未结算的工程款,其中 2012年 3212亿

元丿同比增长
"bl%.原

因有二;其一公司贸易业务年末部分销售未

能及时回款;其二部分顼目业主付款滞后,⒛ 1a年末为 M妮 亿元 (计

提坏账准备 650亿元〉,同 比增长 7【娜 ,其中账龄在 l以内的占比为

61⒛%,前五大欠款客户金额含计占比为 】308%,应收关联方款项合

计占比为 166啷。其他流动资产科目中,交易性金触资产主要用于锁

定汇率而迸行的远期绡售汇业务,其数据根据公允价值变动及远期外

汇交易交割倩况变动;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土地定金和各类保证金等 ,

⒛12年禾为 10m亿元,同 比增长 ⒛012%,主 要是⒛”年末公司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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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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I3

年末为 060亿元,同比减少 M3拂 ,主要是因为公司之二级子公司东

方贸易公司⒛【3年停止钢材贸易业务,将预付货款重新与客户确认了

偾权 ,根据相关倩况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⒛14年 θ月末,公司流动资产为 ⒛ ∞ 亿元,较 2013年末减少

18观 ,某中存货为 m41亿元,较 ⒛13年末增加 418%:货 币资金为

屿 16亿元丬较 ⒛13年末诫少 l0gG%|预付款项为 m17亿元 ,较 ⒛ 13

年末增加 47a%;应收账款为 V” 亿元,较 ⒛
"年

木减少 4m%.

应收账款
6 8珏%

货币资全
24 80%

预付款项
27 28%

其他

7 41%

田2 ⒛|a年木公司沈动资产杓成

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圃定资产和无形资等构成。⒛1a年木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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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亿元氵同比增长 田 m%,主要是公

司土地使用杈增加所致。⒛14年 3月 末氵公司各项非流动资产均较⒛ 1θ

年末变化不大。

⒛H~⒛ 13年及 ⒛14年 !~3月 ,公司应收账款月转天数分别为

⒛ 阢 天、珏1“ 天、田 ″ 天和 670B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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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阢 天、m64
天、89⒛ 天和 116m天 ,存货周转天数逐年上升,主要为工程新开

工顼目增多所致 ,

在所有权受限资产方面,裁至 ⒛【4年 3月 末,公司用于银行贷款

的抵质押房产、土地和机器设备含计 998亿元|受限货币资盒 687

亿元 ,

综合来看,⒛】1年以来,公司资产总量保持稳定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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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结构

⒛
"年

以来公司负侦翔按辽年⊥升i以流动负u为主:资产负u
率迩年0升,但有忠u务占比软低i扌体u臼压力技小

⒛l1年以来,由于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公司负偾总额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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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司负偾以流动负债为主。

亿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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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l1午 末

-泐 负侦合计

2012年末  2"a年末

”`非流动负偾合计

2014午 a月 未

-泐 负偾占比

口a ⒛i1-aOia年未及⒛
"年

臼月未公司负0线杓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预收款项、应付账款、其他流动负偾和短期

借款等构成。⒛1a年木,公司预收款项 m田 亿元,同 比变化不大 .

主要为合同启动资金;应付账款 泓 12亿元,主要是采购及工程款顼 :

其他流动负债为 ″ m亿元,同比增长 硇 ⑿%,主要是核算已结算未

完工顼目氵当公司工程项目按照合同准则结箅的金额大于实际工程施

工进度的金额时,某差额计入某他流动负偾:短期借款为 11佃 亿元 ,

同比蹭长 1攻2“%,主要是公司为满足流动资金需求增加借款所致。

⒛ l‘ 年 3月 末,公司应付账款为 钙 “ 亿元,较 ⒛13年本下降

848亿元,主要是支付到期账款所致;短期借款为 17⒛ 亿元,较 ⒛13

年末增长 b"亿 元,主要是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增加借款所致.其他

流动负偾为 14a4亿元 ,同 比下降7啷 亿元 :某他各顼流动负偾较⒛ 13

年末变动不大。

应付账款

$0 2`%

短期借款

0 43%

共他

0 B2%

预收款项
4珏 0!%

共他流动负偾
12 4饣%

田4 20i● 年未公司流动负u杓成

公司非流动负偾规摸在总负偾中占比较小,⒛ la年末为 la m亿

元,占总负偾比重为 71搦询⒛13年末氵公司长期借款为 5m亿 元 ,

同比增长 am亿 元,主要为信用和担倮借款,占比分别为 262郫和

"7啷
;长期应付款为 34a亿元,主要是公司含并同一控制下的其他

0 93
5 42

襞
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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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刭中材集团支付的职工安置费所致;专项应付款为 2⒎ 亿元 ,

同比增长 lO0亿元,主要是公司之三级子公司收刭土地收储费所致应

⒛14年 3月 末氵公司长期借款为 9⒛ 亿元丿较 ⒛ lδ 年末增长 3ω

亿元。

⒛11~⒛ 13年本及 ⒛H年 3月 末 ,公司总有息债务在总负债中占

比较
—直较低丿随着长、短期借款的增加,公司有息偾务规模增长较

快,但在总负偾中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

从偾务期限鲒构上看 ,

务较为集中 ,

公司 1年以内有息偾务占比较大,短期偾

⒛【1~⒛⒔年末及 ⒛14年 3月 末氵公司所有者杈益分别为 钙 ⑿

亿元、娟 ω 亿元、妞 勿 亿元和 啪 11亿元,某中 ⒛13年公司所有

者杈益下降主要是资本公积金下降
艹
以及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损失扩大所

致;⒛H年 3月 末所有看杈益增加主要是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⒛11~⒛
"年

末及⒛ 1在 年 3月 末 ,公司资产负侦率分别为
"3锅

、

m1搦、m33%和 m18%,资产负偾率逐年攀升,但由于公司债务以

预收款项和应收账款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牧强的议价能力÷

长期资产适合率分别为 2纽 ∞%、 ⒛5⒛%、 1789啷和 1981啷 氵虽然

波动下降,但长期资本对长期资产覆盖程度依然较好;流动比率分别

为 l⒛ 倍、11?倍、!】 4倍和 】 !θ 倍;速动比率分别为 0∞ 倍、

092倍、0盯 倍和 0B9倍 ,流动资产对流动负侦的覆益程度尚可 ,

截至⒛H年 3月 末,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总的来看,公司资产负偾率逐年攀升,但有息债务占比较低氵因

此整体偾务压力较小冷

.短
期有息偾务不包含应付祟捃 ,

·
公ol资本公积佥 卜陴

=要
是同一控制 |合并火他企业支付对价大于合并日被合并方挣资产价值,稆应冲减资苯

公积所致 ,

⒛14年 臼月末

短期有息债务
!

长期有息债务

总有息债务占总负债比重

ω,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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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

豇钔贸业务收入下阵以及冰泥生产线业务盈涮弱化形啕:20|2年

以来公司啻业收入和利润总苡辽年大Ⅱ下阵l毛利率有所波动:总资

产报口牢和净n产收益衤均珏年大扫下阵

⒛l1~⒛ 13年 ,公司营业收入遂年下降氵20” 年营业收入同比减

少 【5m%,主要由于公司水泥工程主业受国内市场萎缩和国外金融危

机的持续性影响,同时受钢材贸易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所致;2013年公

司收入下降主要是钢贸业务收入大幅下降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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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整

价格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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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⒛⒓年 2013年

鲡 靓 收入  ⋯·剃泅总额 
一

毛利率 
一

营业利润率

田0 ⒛
"~⒛

iO年公司收入及盈利△况

⒛11~2013年,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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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期间费用

下降幅度,导致期间费用占比逐年提高 ,

⒛】l~⒛ 1a年 ,公 司投资收益分别为 0⒛ 亿元、0lO亿元和 010

亿元,在营业利润中占比较少;但 ⒛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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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⒓~

⒛la年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 5m亿 元和 8m亿 元,对公

司盈利水平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⒛!1~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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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 ⒙%,挣利润同比较少 609娲,主要由于 ⒛∞

和 ⒛10年新签订单较少和钢材贸易业务下滑所致″013年公司利润总

17,282

la5氵 o31!42,286

期伺费用/营业收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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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主要是钢材贸业务计提较大数额坏胀以及公

司主要业务的生产成本增幅较大导致某盈利弱化所致;⒛ 1【
~⒛ 13年 ,

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为 1014%、 50娲和 160%,诤资产收益率分别

为 3465%、 lO珏佛和 lm%,均逐年大幅下降,主要是公司净利润逐

年大幅下降所致。

⒛“年 1~3月 氵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妞 狎亿元,同比增长1们%,

毛利率为 H3搦 ,同比下降 0a2个百分点亏净利润为 2"亿 元,同

比下降 0⒛ 亿元‘

现佥沈

⒛i1年以来,公司经苜杜现佥沸获取萜力较弱且汶动杜较大;对

0务的保冖比力不臼淀 :⒛ i臼 年由于朴充沈劢挂资佥,公司0资柱净

现璐 为泌

⒛11~⒛ 1a年,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波动较大.其中⒛!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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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

所致:2012年 ,经营性净现金流较 2011年明显好转,主要由于存货诚

少和经营性应付增加所致;⒛【a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大幅下降主要是诤

利润大幅下降、存货增加和经菅性应收增加所致:投资性现金流呈现

诤流出,主要由于购建固定资产文付的现金增加,以及支付新收购企

业款项:筹资性净现金由诤流出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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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3年及 ⒛14年 !~3月 ,公司现金

田笼率分别为 ∞ m%、 lO4锔 %、 ∞ ⒛%和 71们 %氵 现金回笼率波动

下降,主要是受公司囤款周期延长影晌所致。

-2B ?1

⒛ !!年

-珏  33ˉ2 °8 -1 B3~。
 ?°

201θ年

口笄资性挣现全流

2012午

臼经曹性净现全流  曰投资性净现盒流

田 0 ⒛
"-aOi臼

年公司口佥沈

"况
⒛11~⒛!a年,经营性现金流波动较大,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

的保阵能力不稳定:由于利润的下滑和利息支出的逐年增加,导致公司

EB1T泌 利息保障倍数逐年较少,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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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挣现金流/流动负债

经营性挣现金流/总 负偾

经营性诤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EB1T利息保障借数

EB1TDA利息倮幛倍数

2014年 1~3月 ,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为 1331亿元.同比下降

7"亿 元,主要是⒛H年一季度在执行合同付款较为集中但收款较少

所致;投资性净现金流为 01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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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性净现金流为 0∝ 亿元,同

比增长 6田 亿元丿主要是借款取得的现金增加所致。

总的来看,公司经营性诤现金流波动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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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偿偾能力

⒛!1~⒛13年末,公 司资产负侦率分别为 763码、m12%和
81m%,逐年上升;流动比率分别为 1⒛ 倍、11'倍和 114倍 ,速

动比率分别为 090倍、092倍和 0田 倍丿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有

波动相对稳定,资产流动性尚可。公司负偾以流动负债为主氵主要为

公司水泥工程顼目执行中形成的预收账款,⒛ 11~⒛ 13年末,预收账

款分别占公司流动负债总额的⑾ m%、 锔 95%和 ω 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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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数额牧少 ,

流动资产可以对流动负偾形成良好覆盖应

从有息债务期限结构来看,公司短期偾务较为集中。⒛H~⒛ 13

年,公司经营性挣现金流波动牧大,对于债务保障能力存在波动。综

含来看,公司偿偾能力很强 .

偾努卩约i0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 《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截至

20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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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及某子公司未曾在偾券市场发行过偾务融资工具。

中材蜃际主要从事水泥生产线的设计、装备制造、安装、施工及

总承包工程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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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泥工业工程行业具有领先地位,同

时公司拥有我国水泥行业三大甲级设计院,设计技术具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在国内占居主导地位,公司采用的 EPC总承包模式,减少客户

!B

结论



⑧ 短期挫谈券主傣倌用抨掇报告

投资,缩短建设月期,同时便公司在漩烈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优势和

铰高毛利润。公司资产倩况良好,以沉动资产为主,货 币资全充足 ,

可对偾务形成良好支拧。同时公司有忠偾务较少,偾务空阃较大。综

含分析,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偾务的风险很低。

预计未来 】~2年,公司的经营状况将倮持稚定,因此,大公对中

材国际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9



⑩ 勰 龊 骢 短期融淡券主体倌用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资信讦估有眼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勹 将对中国中

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受评主体0进 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

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将持续关注受评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晌其经营或财务状况

的重大事顼以及受评主体屐行偾务的倩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氵动态地反映受评主

体的信用状况 ,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l)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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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不定期屈良踪评级:大公将在发生彤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顼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1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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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受评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脬对象进

行披露。

3)如受评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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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宣布前次评级报眚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受评主体提供所需评

级资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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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截至⒛14年 3月未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服权鲒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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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2 截至⒛何年 3月未中国中材国略 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董事会办公室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部

顶
目
管
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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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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Fa月
(耒经审计)

⒛1a年 20⒓ 年 2011年

赍币资金 珏6∶ ,03. 506,68. 59a.o2· 538.02亻

立收票据 70,61I 81,88. B9,17i 80,66(

立收账款 327.20￡ 344,l?. a2!氵 2衽( 】67,741

乓他应收款 04氵 011 65.06【 !00丬 衽a( θθ,46〈

顷付款项 681氵 72( 557,38~ 350氵 53( 434,961

序货 b04,09( 483.ε 6' 41ll氵 06( 4!5,6?〈

流动资产合计 2,◆06,08〔 2氵 04θ ,42( 1,8?0,0″ 1,677,?4(

固定资产 1?$,50( 1`6氵 86】 15g,60( 155,60.

无形资产 60氵 84￡ 67,224 42氵 68〈 a4.o4i

递延所得税资产 ls,68( 】a氵 86i !4氵 54j l!氵 !Oi

非流动资产合计 321.72( 32衽氵02亏 261氵 1aj 226,09之

总资产 2丬 θ26,81( 2.867丬 46⒓ 2,102氵 07( l,902丬 B3(

货币资金 104】 214( 27 8j 28 a】

立收票据 o2) 3“ 41( 45浔

立收账款 140( 1衽 5~ 15 0i 8Bj

其他应收款 2?: 2π 47】 !照

顷付款项 25 0( 2a 5~ 167i 22 8(

序货 21 0( 20 4~ 192【 218~

流动资产合计 80 1i 86 a 87 7【 88 11

司定资产 7“ 74i ?ψ 8!(

无形资产 28i 2留 2lll 1`(

l0流动资产合计 10 8【 13“ 122〔 118【

咀期借款 172,45. 11珏 ,8?( 衽7丿 3刂【 18,091

立付账款 吐56,42i 5珏 1丬 lO【 492氵 09( 珏6`.70∶

顷收款顼 823,46. 786,72【 740,43( ?07.41E

其他流动负偾 14a,Bcl 223,00( !25'26, la氵 12‘

宛动负偾合计 1,689,4?( 1,787,76【 1,696,19( 】,398,48亻

长期借款 9⒉,94【 67,04【 20,00( 37,50【

长期应付款 o1,8?i 34,3α 16,ε0【 4,66i

专项应付款 31,72亏
●
j

°
‘ 1B 【7,11~ 2,0?l

非流动负侦合计 176氵 26~ ia7,$o( 60,29i 5珏,18i

负债合计 1.805,7犭屹 】,025氵 35i l,665.攻 8壬 l,‘;2.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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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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单位:万元

年 份
zll14年 B月
(未经审计〉

20】 B臼日 ⒛⒓年 20】 1年

短期偕款 0⒉ 59i 2α l⒉

立付账蔌 24 衽( 28 1】 29 6( B2 2〈

顷收款项 44 1' 40 8( 45 0【 48 7(

其他流动负偾 70( 11 6【 76【 00l

流动负偾合计 90 5〔 02 8: o5 8~ 90 21

《期借款 4⒐ a oi !2( 2⒌

l0流动负债合计 0奴 71( 41( 37【

少数股东杈益 14,56( 14,ε⒋ 11丿 27! 11,20(

卖收资本 (股本 ) 】09,θ 3( lO9,33( 1o9.aa( 9】 ,l0语

资本公积 13,01~ 13.61, 26.50E B7,t9)

盈余公积 a!, !5i 31, 15i 20,8奴 2s,51~

未分配利润 29?氵 08( 276.30亻 2$9氵 89】 281,90:

日属于母公司所有耆杈益 446.51( 427丬 25⒓ 465,θ 1( 4B8,95,

折有者杈益合计 461氵 0`~ 4们 ,llO( 0CC,50【 450,16:

菖业收入 4衽衽,7a⒓ 2,073丬 】5亏 2,12B,?4i 2,509,80(

菖业成本 380,``) 1,m∶ ,璐 1,`08,6ai 2,138,40(

带售贫用 4,22( I8丬 ?4【 !`氵 28【 17丿 00E

瞢理赀用 B0,60∶ 128, 12i 142,28【 136,O3i

计务贲用 -∶ ,70i o,61t -a氵 7o【 韦 4【

菖业利润 26,09~ 20氵 6衽 ( l00.07〈 !8B,36〈

利润总额 2⒌ 75( 31氵 20( 103,?6( !89氵 28⒓

昕得税 5.!0∶ 24,12( 2`,2⒌ θB氵 ao:

净利润 20.05( 7,14【 76,5】 【 165氵 97(

归晟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氵 80⒓ ε,9a【 ?6,B0【 15a,78(

曹业成本 B5 0⒓ 86 9j 84 6【 86 2(

肖售贫用 0⒐ o0〈 08{ oα

菖理贫用 0驳 ◆】( 6孜 5s【

哧务贲用 -0 3. 0ε【 -0 11 -0 0(

菖业利润 ;⒍ 10( 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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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3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圭要财务指标(续表2)

单位:万元

年 份
⒛
"年

a月
(未经审计 )

⒛】a年 2012臼F ⒛
"年

利润总额 5π 15】 4朕 7助

净利润 4⒍ 0B~ aⅨ 62!

自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挣利润 4α o4∶ 3“ 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童挣额 -1aa氵 12. -18,25i 114,09∶ 2̈87,08亏

没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堇挣额 -!.5a壬 —
07氵 50j -43,32⒓ 4̈5,22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全流童渖额 90.41【

`0氵

】8〈 -20.7θ ( -14,90.

骆【T 28氵 l0' 37丬 ∞ ~ 107,43( 192,89【

)B】 TDΛ 6】 ,42j 131,B6【 212,07(

总有息侦务 285.40】 i93,1?, 89.43( 65.∶ 0⒓

毛利率 〈%〉 14a【 13 0( 16 3】 1刂 8(

菖业利润率 锅 ) 66⒕ 10( 47】 731

总资产报酬率 (嗡 1 21 16( 50亻 101亻

争资产收益率 锅 ) 4⒋ 16i 】σ⒋ 34 6:

资产负侦率 码) 80 【( 81 a: 78 1⒓ 76 3.

贡务资本比率 α〉 a8 2( 30 4 160〔 126【

《期资产适合率 〈嗡 198 1( 1?8 0( 206 2⒓ 224 0(

充动比率 (倍 〉 11亻 111 12(

鏖动比率 (倍 ) 0⒏ o8i 0⒐ 09(

屎守速动比率 (倍 ) oa】 0B【 0⒋ 0奴

F÷货月转天数 (天 〉 116 7( 89 2‘ 82 6~ 54 5〈

立收账款月转天数 (天〉 07 0【 67 7i 4! ‘
'

20 ()(

经营性挣现金流/流动负侦 〈%) -? 6( -10〔 7⒍ -20 5I

经营性诤现金流/总负偾 〈%) -7 0壬 -】 0【 73I -【991

经营性净现全流利息倮障倍敬 (倍 ) -66 冫j -2 6( 2? 2( -70 3i

驵1T利息保障倍数 〈倍 ) 11 9i 62( 26 61 63 3【

驵r眺 利息倮啼倍数 (倍 ) 84】 31 5〈 58 8〈

叽金比率 〈%〉 20 7【 2g 奴 B` l【 s8 0~

现金田笼率 q〉 7!⒋ 90 2【 104 4( 90 7【

渔倮比率 α〉 00〈 o0( 0lll o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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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4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1 毛利率 〈%〉 =(l一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 100%

2 营业利润率 (嗡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0%

3 总资产报酬率 (吩 =εB1T/年末资产总额×10觇

4 诤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年末净资产×lO眺

5 εBIT=利 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6 BB1T1lA=EBIT+折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7 资产负偾率 〈%〉 =负偾总颌/资产总额×!0帆

8 长期资产适合率 (嗡 =(所有者杈益+非流动负偾〉/非流动资产×l0挪

9 偾务资本比率 (嗡 =总 有息债务/资本化总额×lO0%

10 总有息债务 =短 期有息偾务+长期有息偾务

11 短期有息偾务 ˉ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其他流动负侦 (应付短期偾券)+一 年内刭期

的非流动负偾+其他应付款 〈付息顼 )

12 长期有息偾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付息顼 )

13 资本化总额 =总 有息偾务+所有耆杈益

“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5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一存货〉/流动负偾

】6 保守速动比率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偾

17 现佥比率 (%)=(货 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偾×lO锅

1ε 存货周转天数
‘÷ 3∞ /〈 营业成本/年初末平均存货 )

” 应收账款周转天舻 =3∞ /(营业收入/年初末平均应收账款 )

⒛ 现盒回笼率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lO啷

21 EB"利 息保障倍数 (倍 )=EB1γ利息支出 =EB1T/(计入财务资用的利息支出+资

本化利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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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BB】 Tl,A利息保障倍数 〈倍)=EBIlDA/利 崽艾出 ÷ ε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

出+资本化利息)

⒛ 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倍〉÷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利息支出 =经营性现全

流星诤额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⒛ 担保比率 〈%〉 =担保余额/所有者杈益×iO锅

⒛ 经营挂挣现金渐 流动负偾 〈%)÷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期初流动负偾+期末流动负

侦〉/2]× 10佛

⒛.经营性诤现金流/总负偾α)÷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颌/[〈 期初负偾总额+期末负侦总额〉

/2]× 1α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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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5 企业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大公主体信用蚌辍符号和定义 :

"山
级:偿还偾务的能力极强氵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m级 :偿还偾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晌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级 :偿还偾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晌氵违约风险较低 .

nBB级 :偿还偾务能力
—

股,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股。

BB级 ;偿还偾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口级 :偿还偾务的能力孜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m级 :偿还偾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商。

CC级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倮证偿还侦务。

o级 :不能偿还侦务 ,

注:除 m级 、α0级 (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 、 〃”

符号进行

微调氵表示骆茼或略低于本等级。

大公评缀展望定义 {

正面 :存在有利因素,-般情况下 ,

稳定 :信用状况稳定,—股情况下 ,

负面 :存在不利因素,一股倩况下 ,

未来信用等级上调的可能性较大 .

未来信用等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信用等级下调的可能性较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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