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无。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工国际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金额
营业收入合计

证券事务代表

张春燕

上年同期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同比增减

占营业收入比重

５，４９９，６９９，８３７．７２

１００％

５，９５９，２１１，６８１．４６

１００％

－７．７１％

－３．０３％

分行业

徐倩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

工程承包和成套设
备

４，４５１，３２６，６６８．０２

８０．９４％

４，５９０，４７５，１５０．１４

７７．０３％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６０６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４０５

设计咨询

５６５，２６０，０２６．８４

１０．２８％

５６９，４３４，７１０．５６

９．５６％

－０．７３％

电子信箱

００２０５１＠ｃａｍｃｅ．ｃｎ

００２０５１＠ｃａｍｃｅ．ｃｎ

国内外贸易

２９８，９０３，５９７．０５

５．４３％

６１８，１０９，５２８．４０

１０．３７％

－５１．６４％

机械研发与制造

１５０，８１２，１８８．２７

２．７４％

１４３，１２５，９４５．６７

２．４０％

５．３７％

３３，３９７，３５７．５４

０．６１％

３８，０６６，３４６．６９

０．６４％

－１２．２７％

４，４５１，３２６，６６８．０２

８０．９４％

４，５９０，４７５，１５０．１４

７７．０３％

－３．０３％

设计咨询

５６５，２６０，０２６．８４

１０．２８％

５６９，４３４，７１０．５６

９．５６％

－０．７３％

国内外贸易

２９８，９０３，５９７．０５

５．４３％

６１８，１０９，５２８．４０

１０．３７％

－５１．６４％

机械研发与制造

１５０，８１２，１８８．２７

２．７４％

１４３，１２５，９４５．６７

２．４０％

５．３７％

３３，３９７，３５７．５４

０．６１％

３８，０６６，３４６．６９

０．６４％

－１２．２７％

中国境内

２，１３９，２１２，６７６．９６

３８．９０％

１，７８３，２９０，２７３．０５

２９．９２％

１９．９６％

中国境外

３，３６０，４８７，１６０．７６

６１．１０％

４，１７５，９２１，４０８．４１

７０．０８％

－１９．５３％

２、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其他服务收入
分产品
工程承包和成套设
备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５，４９９，６９９，８３７．７２

４，４８５，１７０，１１４．４９

５，９５９，２１１，６８１．４６

－７．７１％

４９９，５７５，９２９．５２

５８６，３３５，１２９．６０

６３５，４４４，２８２．７７

－２１．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调整后

分地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４７８，１０７，５３８．９７

５９４，０４８，３８３．７９

５９４，０４８，３８３．７９

－１９．５２％

－１，４７５，３３４，
４００．２２

６８１，０６２，６３５．２６

２１１，１６０，９０５．７８

－７９８．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４０

０．５３

０．５１

－２１．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４０

０．５３

０．５１

－２１．５７％

４．９２％

６．８４％

６．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３％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元）

２２，２９８，２８２，
３００．４６

１８，１２０，２３２，
５３８．７７

２２，３２９，９３３，
４５７．０２

－０．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０，０９４，９０２，
６７１．０９

９，０４９，２４３，４６６．２７

９，９６９，１８７，８９１．２２

调整后

１．２６％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１，８３６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如有）
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中国机械工业
国有法人
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６２．８６％ ７７７，８５３，８７６

股份状态

数量

２、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变更〈
中工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及主要会计估计〉的议案》，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结合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元业务特点，公司变更会计政策及主要会计估计。 本次变更会计
政策及主要会计估计的具体情况、原因及影响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在《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
公司会计政策及主要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９－０４０）。
（
２）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合并，增加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２、报告期内公司新成立子公司中工国际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３、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投资新设武汉中工武大水利电
力设计有限公司。

１２４，７３５，７２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１．４６％

１８，０２４，７６８

０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一零组合

０．９３％

１１，４９１，３１６

０

中元国际工程
设计研究院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０．５５％

６，７６５，４４５

０ 质押

中证５００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其他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８％

５，９７７，４４０

０

阿布达比投资
境外法人
局

０．４０％

４，９３１，２２４

０

郭华容

０．３２％

３，９９７，８７３

０

博时中证央企
结构调整交易
其他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８％

３，５００，４８２

０

杨雅婷

０．２６％

３，２０２，０５５

０

０．２３％

２，８８０，０００

０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广州电器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其他服务收入

３，３８２，７２２

前１０名普通股股东中郭华容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８，０００股公司股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持有３，９８９，８７３股公司股票；杨雅婷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０股公司股票，通过信用证券账
明（
如有）
户持有３，２０２，０５５股公司股票。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１０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
１）概述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内部压力，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业务增速放缓。 公司全体员工紧密围绕年初工作部署，加大工程承包业务开发，积极落
实海内外投资，各项业务得到稳定发展。
①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Ａ．海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有２个项目实现了竣工，合同金额累计为２．１亿美元。分别为：委内瑞拉奥里
诺科三角洲农业综合发展项目和厄瓜多尔伊基央大学城建设项目一期Ａ段。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在执行工程承包类项目３８个，总体进展顺利，其中重大在执行项目２
个：埃塞俄比亚瓦尔凯特糖厂项目一期土建开始进入全面室内装修阶段，二期除原糖煮炼车
间和精糖车间厂房外其他车间主体结构已完成；乌兹别克ＰＶＣ生产综合体建设项目钢结构主
体全部安装完毕，开始进入单机调试阶段。
其他主要在执行项目进展情况如下：尼泊尔博卡拉国际机场项目已完成施工图纸审批工
作，飞行区已完成跑道混凝土面层施工，航站区已完成航站楼基础施工和变电站、消防楼等附
属建筑物的结构封顶；菲律宾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正在进行泵站、隧洞、渠道等主体工程施
工，其中泵站基坑开挖及围堰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厂房结构施工和主渠、支渠及结构物施
工；乌干达工业园区输变电项目中四个变电站已完成施工，并获得业主签发的完工证书，正在
进行线路部分放线和铁塔基础施工；肯尼亚城市电网改造二期项目Ｌｏｔ－２主要开展了现场地勘
和测量、施工图纸审批工作；厄瓜多尔蒙特西纳伊医院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临时验收前的维修
整改工作；厄瓜多尔乔内医院项目进行钢结构安装和楼板混凝土浇筑工作，二区混凝土浇筑
提前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材料备货和进场；中白工业园一期市政基础设施发展区建设项
目根据业主要求，正在开展各道路铺设、管网施工、美化等工作。
Ｂ．国内业务
报告期内，中国中元在执行设计咨询类项目７００余个，总体进展顺利，其中：横琴口岸及综
合交通枢纽开发工程项目全面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中国航信北京高科技产业园区项目已完
成施工图设计工作；援柬埔寨体育场项目已完成设计工作，正在就工程技术问题协调沟通，并
配合监理单位加强质量控制。
中国中元在执行工程承包类项目６４个，总体进展顺利，其中：长白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打捆项目全面进入设计阶段，２３项子项工程已开工； 杭州市仓前街道梦想小镇安
置区块一、二期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一期基坑围护设计方案已完成专家论证，二期进入
基坑围护方案设计阶段；唐山市中心医院项目正在进行收尾工程施工，进行新增电缆、配电箱
安装以及各专业调试等工作；浦江县中医院迁建工程已完成外管网及道路、抗震支架等专项
设计工作，正在进行室内精装、室外园林施工图设计；南航西安分公司运营基地项目一期第一
阶段工程已完成初步设计和概算工作。
Ｃ．报告期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５５亿元，同比下降７．７１％；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５亿
元，同比下降２１．３８％。 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经济动能放缓，公司部分项
目生效滞后，导致报告期营业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公司业绩同比下降。
②市场拓展情况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海外市
２０１９年，公司把握“
场新签合同额和生效合同额大幅增长，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半年，公司加
大力度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把握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外交活动机遇，促成项目签约，拓宽业务思路，开发了一系列现汇项目
和投标项目。 同时，在传统市场滚动开发的同时，实现了哈萨克斯坦、科特迪瓦、加纳、马其顿
等新市场签约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１２．２２亿美元。主要包括加纳拉劳工业项目、哈萨
克斯坦现代农作物深加工综合体项目、土耳其图兹湖地下天然气储库扩建项目、北马其顿斯
科普里综合体项目等。 同时，公司还在肯尼亚、菲律宾等市场实现了中小型项目以及补充合同
的签署。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业务新签合同额３５．５９亿元，其中：工程承包及成套设备业务新签
合同额累计为２１．６３亿元，设计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１３．９６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业务生效合同额６．１９亿美元。 主要生效项目包括：土耳其图兹湖地下
天然气储库扩建项目、孟加拉甘达堡水厂土建施工项目、喀麦隆隆潘卡尔水电站配套项目等。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公司海外业务在手合同余额８６．１１亿美元，国内业务在手合同余额１２６．９３亿
元。
③投资业务有序开展
海外投资一直是落实公司产业升级战略的重点。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重点投资项目稳步
推进。
报告期内，中白工业园园区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影响力日益提升。 招商方面，截止２０１９年７
月５日，入园企业总数５６家，其中，中国企业３１家，白俄罗斯企业１４家，美国、欧洲等第三国企业
１１家，协议投资总额超过１１亿美元。 其中，２８家企业动工建设，１６家企业已投产运营。 建设方
面，园区一期８．５平方公里基础设施主体工程已完成，建成３２公里道路，形成５１５公顷经营性土
地；已建成３．５７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并投入使用，在建标准厂房２．７６万平米；使用中国商务部援
助资金建设的首栋住宅楼（
１５６套）和１．９万平方米的中白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中心大楼，预计今
年将竣工并投入使用。
国内投资方面，中工水务转变思路，集中优势资源，聚焦重点投资区域，在污泥、餐厨等方
面寻求突破。 成都、邳州两个污水处理厂自投产以来已稳定运行１０年。 其中，成都水厂提标改
造项目已完工并试运行，７月正式投产运营，新增除臭工程项目正有序推进。
④贸易业务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贸易业务围绕“
防风险、稳增长、调结构”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确
保合规经营；集中优势资源，聚焦优质客户，加大业务开发力度，贸易业务稳步推进。
⑤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公司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报告期内，为确保稳步
发展，公司从经营、管理等维度对管理体系进行了梳理，制定了公司集团化管理规定，推进完
善母子公司运营管理体系及事业部管理，启动了新三年战略制定工作。 继续完善投资管理机
制、制度及流程，确保公司投资项目合规经营。 严格按照干部选任程序，开展干部管理工作，完
成新一届中高层干部选聘工作。
（
２）主营业务分析
①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４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股东中，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述３名股东合计持有７８，７４９．９３万股，占总股本的
的说明
６３．６４％，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本报告期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变动原因
主要原因为公司部分项
目生效滞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９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 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上午８：３０在公司１６层第一会议室
召开，应到董事六名，实到董事六名，出席会议的董事占董事总数的１００％。 三名监事列席了会
议。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罗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了如下决议：
总经理年中工作报告》。
１、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
３、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年度报告》及摘要。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５号公告。
４、董事罗艳因在交易对方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职，董事丁建、张福生因在交易
对方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任职，为关联董事，因此回避表决，会议以３票
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有关内
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
的２０１９－０６６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
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
５、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７号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
２０１９］００５１４３号）。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６、公司董事罗艳、董事张福生的关联人张卓为《
励计划（
草案）》的激励对象，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以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
通过了《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６８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
价格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设立中工国际伊拉克分公司的议
７、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伊拉克分公司”（
案 》。 分 公 司 名 称 拟 定 为 “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Ｉｒａｑ Ｂｒａｎｃｈ），注册和办公地点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经营范围为：为执
行签约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持、深入开发伊拉克市场，建立与当地及周边国家的项目开发信息
交流平台。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贸易有限
８、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增加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１亿元人民币（
含等值外币）最高额保证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同日公司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
０６９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为参
９、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股公司鄂州市华净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贷款提供不超过３，４６５万元人民币最高额保证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７０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
财务顾问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国际（
香港）
１０、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
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７１号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该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处置加拿大普康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部分闲置设备的议案》。 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同意下属全资公司加拿大普康
控股有限公司处置闲置设备共计１３１台（
件），账面净值为５０２万加元，约合２，６５６万元人民币。
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待处置闲置设备的评估值为３２８万加元，约
合１，７３５万元人民币，评估方式为市场法。 本次处置价格将以评估值为基础，根据闲置设备的
成新率和实用性协商确定。
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机
１２、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构更名的议案》。 同意纪检监察室更名为纪委办公室。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１３、会议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会的议案》。 有关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７２号公告。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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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全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并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根据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和需要对
中国证券报》、《
证
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合理调整。 有关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公司在《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２２号公告。
根据上半年关联交易完成的实际情况，为了满足经营工作的需要，需对部分关联交易进
行调整。①根据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调减２０１９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７，５６５．２５万元，具体为：调减
从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７，２００万元， 调减从其他中国机械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６５．２５万元，调减向其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３００万元；②根据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增加２０１９年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４，６３６．７４万元，具体为：增加向其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采购商品的
关联交易４，４６８．８５万元， 增加向其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劳务的关联交
易１６７．８９万元。 预计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调整后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１、公司及下属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司与受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关联方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７０，４３４．３３万元，预计公司与中白工业园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２０，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公司与受国机集团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５０，２６２．８６万元，公司与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９，５７７．０１万元。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与受国机集团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９，８１０．５４万元，公司与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２，６７１．１７万元。
２、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关联董事罗艳、丁建、张福
生回避表决，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
整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３、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安装材料

市场定价

３，０００

４５１．１１

２，４２０．６７

设备等

市场定价

１１，３２２．６

５９６．８６

２，６６０．５８

小计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其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供的劳务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１４，３２２．６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公司

４５，８３７．３３

１７，６２９．６７

４２，９８５．７３

市场定价

１，４７１．２５

１５

５８３．６１

４７，３０８．５８

１７，６４４．６７

４３，５６９．３４

循环水处理系
统等

市场定价

２，４１９．３

０

９３９．５５

２，４１９．３

０

９３９．５５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６７１．１７

９，５７７．０１

小计

５，９５９，２１１，６８１．４６

－７．７１％

营业成本

４，４００，５４４，８３４．９７

４，７３３，５９４，１８６．９９

－７．０４％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基础设施总承
包

市场定价

销售费用

２２１，３９２，４９１．８２

２０４，８５４，６４８．２２

８．０７％

２４９，２４６，１８２．５２

２５９，７６７，０３２．２１

－４．０５％

向关联人提供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劳务
公司下属公司

运输、工程服
务

市场定价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１０６，８５５，０５９．２２

５，６９１，０４６．６７

８８，２０９，３４５．１０

１２０，２９９，０５２．８１

－２６．６７％

２４２，７７３，６７２．１０

１９２，１８６，５０１．４４

２６．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４７５，３３４，４００．２２

２１１，１６０，９０５．７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８７，６０３，６１４．０２

－１９５，１９８，８３４．０２

５５．１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３９，６１０，０８６．６１

６８，９５１，３４１．７１

１０２．４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１，４１７，１２２，０３４．１０

９５，１５５，９０８．４０

所得税费用
研发投入

②营业收入构成

报告期多个项目正处于
执行阶段，支付的工程款
－７９８．６８％ 项较多，现金流出较多，
相应的工程结算款尚未
收到
上年同期支付收购加拿
大Ｐｒｏｍｅ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Ｉｎｃ．公司７０％股
权款项
报告期所需偿还的债务
减少

报告期多个项目正处于
执行阶段，支付的工程款
－１，５８９．２６％ 项较多，现金流出较多，
相应的工程结算款尚未
收到

以下简称“
中白公司”）注册资本１．５亿美元，董事长罗
中白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艳，住所为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
巨石”中白工业园，经营范围为：开发园区土地，
进行土地租赁及转让；保证园区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和建设，管理园区项目、发展基础设施；
吸引入驻者和投资者入驻园区。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１８０，７６０．４８万元，净资
产９５，６８７．６１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９８．７７万元，净利润４，２１９．９４万元（
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２、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１．３条第（
一）项规
１）国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
定的情形，中机建设为国机集团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１．３
条第（
二）项规定的情形，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１．３
２）中白公司的董事长罗艳担任公司董事长，符合《
条第（
三）项规定的情形，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３、履约能力分析
国机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国机集团是一家多元
化、国际化的综合性装备工业集团，致力于提供全球化优质服务。 业务围绕装备制造业和现代
制造服务业两大领域，发展装备研发与制造、工程承包、贸易与服务、金融与投资四大主业，涉
及机械、能源、交通、汽车、轻工、船舶、冶金、建筑、电子、环保、航空航天等国民经济重要产业，
市场遍布全球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机建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大型国有施工企业之一，具备
住建部批准的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等，在国际工程承包与项目
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白公司是为开发、建设中白工业园项目而设立，该项目受到中
国、白俄罗斯政府的高度重视，获得了白方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上述公
司经营活动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４、与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
１）预计公司与中机建设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４８，８３７．３３万元；预计公司与
其他国机集团下属公司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２１，５９７万元。 即，公司与受控股股
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关联方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７０，４３４．３３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８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７．７８％。
（
２）预计公司与中白公司２０１９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２０，０００万元，占公司２０１８年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２．２１％。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
１）采购商品：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
确定交易价格。
（
２）销售商品：公司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公允的市场价格
确定交易价格。
（
３）接受劳务：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价格，
采取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价格，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约定以及
工程进度支付款项。
（
４）提供劳务：公司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市场价格，采
取招标或议标的方式确定中标价格，按照交易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或合同约定以及工程进度
收取款项。
２、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
１）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 合同价格为１２，７３１．８６万
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３年
８月２３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新增合同价格１８９．５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３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
３，新增合同价格１，００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
终止。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４，新增合同价格２０２．５万元，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签
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５，新增合同价格３，７６３．２９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
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
２）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３８，５００万元。 合同
自双方签字盖章并且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
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４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新增合同价格５０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
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９日签署了该合同的
补充协议２，新增合同价格４７５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
后合同终止。
（
３） 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３０日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 合同价格为２７，０８８．３４万
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４年
３月２８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新增合同价格为２３，１０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
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
协议３，新增合同价格为７２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
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４， 新增合同价格为６７９．６７万
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５年
１月１２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５，新增合同价格为４９５．３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５年９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６，
新增合同价格为４，００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
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７，新增合同价格为１２５．２７万元，合
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８
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８，新增合同价格为１１７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
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９，新
增合同价格为４１８．８１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
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０，新增合同价格为２６７万元，合同自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
４）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１日与中白公司签署了提供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１５，３５２．０９万美
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５年
３月５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合同价格变更为２２，０７６．６７万美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
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
充协议２，合同价格变更为２４，６３０．０９万美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
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
５）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２７，５００万元。
合同自公司向中机建设发出合同生效函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
方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新增合同价格为１４３．９４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
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６日签署了该合
同的补充协议２，新增合同价格为１１１．１４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
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４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３，新增合同价格为
５００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
６）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７月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１９，２６０万元，合同
自双方签字盖章并且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
于２０１８年３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合同价格变更为１７，６０２．５８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
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９年３月签署了该合同的补
充协议２，合同价格变更为２１，１６７．１５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
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
７）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３，２８４万元。 合
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
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１，新增合同价格为１４０．８６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合同双方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签署了该合同的补充协议２，
新增合同价格５３３．４３万元，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
止。
（
８）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７日与中机建设签署了接受劳务的合同，合同价格为１２，１３７．７１万元。
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且主合同生效之日起生效，双方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后合同终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交易，有助于公司国
际工程承包项目的执行和其他业务的开展，是公司执行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及业务开展的客观
需要。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准，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关联交
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调整是根据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
的授权，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根据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和需要进行的合理
调整。 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
合《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决策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本次调整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
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
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调整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调整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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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中工国际”）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９０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支
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的自有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１、募集资金到位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３２１号）核准，公司向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１，４６７，３５１股股票，发行价格为１３．６３元／股，募集配套资
特殊普通合伙）审
金总额１９，９９９，９９４．１３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验， 并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出具了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
２０１９］
。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并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双
０００１７６号）
榆树支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
已使用金额为１，０００，０００元，余额为１９，００６，１６０．７９元（
含利息）。
２、募集资金置换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中
介机构相关费用。
为保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进行， 目前公司已以自有资金１，６９０万元预先
支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具体如下：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截至披露日自有资金已
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支付中介机构相关
费用

１９，９９９，９９４．１３

１９，９９９，９９４．１３

１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９９９，９９４．１３

１９，９９９，９９４．１３

１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８１．２５

市场定价

５，４９９，６９９，８３７．７２

主要为报告期人民币贬
－１，９７７．６０％
值产生的汇兑收益

１，０４７．９７

上年发生金额

土建安装

营业收入

小计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技术服务等

小计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关联人

向关联人采购
其他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商品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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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８３．８５

１，１１７．９

６７２．７２

２６，３８３．８５

１３，７８９．０７

１０，２４９．７３

注：因国机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
联人信息， 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０．５％的关联人，以
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基本情况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２，６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晓仑，住所为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３号，经营范围为：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外大型成套
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
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
境）
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
境）参、办展；举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总资产３９，３３３，３４９．３０万元，净资产１３，３１５，７７８．５７万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３８６，８６９．３４万元，净利润４０８，８７０．６２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机建设”）注册资本人民币６７，０００万元，法
定代表人徐衍林，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２７７号，经营范围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
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销售机电设备；机械
设备租赁；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企业管理培训；对外派遣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６４０，３９６．７９万元，净资产１１２，２６８．６０万元，２０１９
年１－６月实现营业收入４８７，８７８．９１万元，净利润５，８１６．４０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是为了保证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正常推进并顺利实施。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可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置
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６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审批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９０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支付中介机构相关费用）的自有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会计师事务所和独立
财务顾问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可以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置换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６个月，内容及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９０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
２、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未与
公司募集资金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置换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６个月，内容及程序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９０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有资金。
３、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
２０１９］００５１４３号）认为：中工国际编制的
《
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中工国际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以
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中工国际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工国际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
４、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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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１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现对有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中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
１、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５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２、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
国资考分
［
２０１７］９５２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中工国际股份有限公
３、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司２０１７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摘要、《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４、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票期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发表了核查意见。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５、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公司披露了《
予登记完成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２１日完成了向３００名激励对象授予２，１４２万份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中工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０３７７５６，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２０．８４元／股。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６、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的议案》， 公司将对６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４０．５万
份进行注销。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核
查意见。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
７、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计划业绩考核对标企业的议案》， 因对标企业中铁二局于２０１７年完成了重大资产置换导致主
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并更名为中铁工业，失去了对标合理性，公司将其调出对标企业，补充与
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似性以及营业收入与净利润规模处于行业内较高水平的中国铁建为对
标企业。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对标
企业的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
８、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公司２０１７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考核对标企业的议案》。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
９、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公司披露了《
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对６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４０．５万份注销事宜已经完成。 公司已获授但未获
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２，１４２万份调整为２，１０１．５万份。
关于公司调整股票期
１０、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４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由于公司实施了２０１７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
中工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有关规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２０．４９
元／股。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事项发
表了核查意见。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１１、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期权的议案》，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将注销２９４
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７００．５万份股票期权；因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对１５名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第二期和第三期股票期权合计６４
万份进行注销。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发表了
核查意见。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
１２、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公司披露了《
的公告》，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完成了对第一个行权期未
达到业绩考核目标的７００．５万份股票期权和１５名因离职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未获准行权的６４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公司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２，１０１．５
万份调整为１，３３７万份，激励对象由２９４人调整为２７９人。
二、本次股票期权的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２日经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１０股派３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８日实施完毕。
根据《
中工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
方法和程序”的相关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
如下：
Ｐ＝Ｐ０－Ｖ
其中：Ｐ０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Ｖ为每股的派息额；Ｐ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经派息调整后，
Ｐ仍需大于１。
本次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２０．４９元／股。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
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调整为２０．１９元／股。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公司因实施了２０１８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而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
《
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时，作为该计划受益人的关联
董事罗艳女士、张福生先生已根据《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五、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后，发表如下意见：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
的调整办法，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
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有关事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调整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４号：股权
激励》以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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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增加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１亿元人民币
（
含等值外币）最高额保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以下简称“
中工资源”）为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１、中工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中工国际”或“
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
称“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含
议通过了《
等值外币）最高额保证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中工资源１亿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自银行批准相关授信之日起一年。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中工资源拟在原１亿元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基础上，向合作银
行申请增加１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开展信用证结算业务，授信期限为一年。 公司拟
为中工资源上述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１亿元人民币（
含等值外币）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条款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２、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中工国际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以６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贸易有限公司增加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１亿元
含等值外币）最高额保证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董事会权限，
人民币（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工资源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注册地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英伦路３８号五层５１３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国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整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食品流通、酒类、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纺
织品、家用电器、化工原料及产品（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
毒化学品）、日用百货、化肥、焦炭、铁矿石、冶金炉料、钢材、木材、纸浆、有色金属、食用农产
品、饲料、棉花的销售，仓储业务（
除危险品）。
股东情况：中工国际持有１００％股权。
中工资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２３０，６１６，２７０．７３

２２１，１９５，３６９．６２

负债总额

３３，４４２，３８２．４８

２５，３０８，０３２．０２

净资产

１９７，１７３，８８８．２５

１９５，８８７，３３７．６０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

营业收入

２１３，１２９，１０３．６８

５４６，０７２，４１６．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６３７，５０９．８３

－１７，３０３，８７６．１７

净利润

１，２８６，５５０．６５

－１５，４７１，１８７．７１

（
以上２０１８年数据已经审计，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中工资源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与仲裁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中工资源向合作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１亿元人民币 （
含等值外
币）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条款以公司与合作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增加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子公司筹措资金，开展
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为中工资源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
监发［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号）及《
２００５］１２０号）相违背
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对外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４０，３２５．３０万元（
含本次
担保）， 占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９０４，９２４．３５万元的比例为
１５．５１％。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有效担保额度合计为１３６，８６０．３０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也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对上述担保议案审议前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担保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中工资源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子
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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