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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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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中铝国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

务报表汇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852,562.55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9,930,329.36元，公司拟以

总股本2,959,066,667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036元（含税），共计现金分红10,652,64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9,277,689.36元滚动至下一年度进行分配。该方案拟定的现金分红总额占2019年

度中铝国际合并报表汇总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的30.56%。该方案尚需提交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

股 上交所 中铝国际

601068

H

股 联交所 中铝国际

206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 李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

号

C

座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

号

C

座

电话

010-82406806 010-82406806

电子信箱

IR-chalieco@chalieco.com.cn IR-chalieco@chalieco.com.cn

（二）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领先的技术、工程服务与设备提供商，能为有色金属产业链各个阶段以及其

他行业提供完整业务链综合工程解决方案。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及施工承包、装备制

造及贸易。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2019年度“全球工程设计公司150强” 榜单上，公司营业收

入位列80位，海外收入位列“国际工程设计公司225强”榜单104位,在两榜的排名均较上年度提升19位。

1.�工程设计及咨询业务

工程设计及咨询是公司的传统关键业务，涵盖有色金属行业的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建筑行业地质勘

察、楼宇建造，以及能源、化工、环保行业工程设计等领域。公司主要客户为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建筑及

其他行业施工发包单位。公司技术人员专长涵盖工艺设计、设备设计、电气自动化、总图运输、土木工程、公

用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项目概预算及技术经济等超过40个专业范畴，承担了2,000余项国家及行业重点建设

项目的工程设计咨询和百余项国外项目。

2.�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

公司的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房屋建筑、公路、建材、电力、水利、化工、矿山、市政公用、钢结构

等领域。公司采用多种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模式，包括EPC、EP、PC以及项目管理合同，同时，公司正在开展

PPP等其它工程承包模式的实践。公司凭借技术及经验在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建立了领先地位，尤其在铝行业

工程承包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近几年公司在国内外承担了多项大型EPC工程。

3.�装备制造业务

装备制造是公司着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坚持自主科技创新，专注于有色金属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装备的研发，引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公司装备制造主要产品包括定制的核心

冶金及加工设备、环保设备、机械及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系统及矿山安全监测与应急智能系统。公司的产

品应用于有色金属产业链多个范畴，包括采矿、选矿、冶炼及金属材料加工。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轧机的领

先制造商。

4.�贸易业务

2013年以来，公司在相关多元化的战略指导下，为加强成本和风险控制，推行集中采购策略，同时适当

调整和拓宽业务类型，在集中采购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拓展了与主业相关的设备及原材料贸易业务，该类业

务主要在中铝设备集中管理。

（三） 工程设计及咨询、工程及施工承包具体业务模式

公司拥有悠久的有色金属领域勘察设计和工程承包的生产经营历史。以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为核心竞

争力，业务涵盖工程勘察设计与咨询、工程及施工、装备制造、贸易等领域，构建了“投融资一规划一设计一

工程施工一资产运营/工业服务”的全产业链业务模式。其中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房屋建筑、

公路等领域，并采用施工承包、工程总承包（含EPC、EP、PC等）多种业务模式，其中传统施工承包业务为公

司主要业务模式，占比为76%，EPC类占比11%；按融资模式划分，投融建类业务占比14%。

1.公司工程设计勘察及咨询业务是根据业主委托编制有关技术资料、提供技术服务并按照设计咨询流

程开展工程咨询和设计勘察工作，以确保符合合同规定的要求。权利义务：依据业主提供的真实准确的基础

资料，有按合同约定提供合格技术产品义务，亦有按合同约定及时收取服务费的权利。定价机制：通常参考

国家勘察收费标准及市场行情并按照项目的复杂难易等具体情况收取服务费用。凭借公司在有色冶金行业

的技术优势，该业务相对工程施工类项目的利润率较高。回款主要是按合同约定收取约10%-20%的预付款，

剩余款项按完成的工作量进度分期收取（工程设计业务）或交付咨询报告后全额结算（工程咨询业务）。公

司按合同约定相应承担产品设计质量、进度等风险。该类业务不存在融资情形。

2.公司工程及施工承包业务覆盖冶金工业、房屋建筑、公路、矿山、市政公用等领域。公司采用多种工程

及施工承包业务模式，包括传统工程承包、EPC类（含EP、PC等）、投融建类（含PPP）等。风险：公司担任承

包商，传统工程承包时对项目的施工和设备安装等负责；EPC模式下，负责整个设计过程、材料和设备采购、

施工、设备安装和测试。就项目的质量、安全、准时交付和成本对业主负责，主要风险按合同约定在一定比例

内承担材差风险；业主对项目合规性风险、项目资金的保障负责；PC模式下，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工程

项目的采购和施工，并对承包工程的采购和施工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负责。定价：通过参与项目投标，公

司在编制项目报价时，会对拟投标项目进行详细研究，包括在实地考察后进行投标的技术条件、商业条件及

规定等，计算出工程量列表内的项目成本，然后按照一定百分比加上拟获得的项目毛利，得出提供给客户的

投标报价。回款：主要是按照月进度或根据项目节点办理结算后收取工程进度款项，有预付款的则按合同约

定收取。

3.公司根据国家政策的方向，选择承揽了部分PPP投融建类业务。风险：在PPP模式下，公司作为工程总

承包方和社会资本方，主要承担工程建设并与政府方共担项目运营风险，政府方承担项目合规性风险和征

地拆迁等风险。融资：PPP模式下，除合作各方投入的资本金外，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为项目贷款。回款：PPP

模式下，公司作为社会资本方和工程总承包方，在建设期和运营期有不同的收入来源，建设期的回款主要是

项目公司支付的工程进度款，运营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使用者付费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定价：PPP模式

下，合同的定价主要是确定社会资本方投资（包括融资）的收益率，包括年度折现率和合理利润率，政府方

以公开招标方式来确定社会资本方。利润：PPP模式下，公司既是投资方也是工程承包方，建设期主要以项目

施工利润为主，运营期以使用者付费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等方式获取利润。权利义务：PPP模式下，公司建

设期有工程施工的权利，运营期有按合同约定收取使用者付费和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的权利，有保障工程

顺利建成和确保项目正常运营的义务。

（四） 行业情况

工信部及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十种有色金属产量5,842万吨，同比增长3.5%，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

分点。有色金属工业增加值增长8.2%，高于工业平均2.5个百分点。有色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扭转一季度以来同

比大幅下降的趋势，全年投资累计增长2.1%，其中矿山投资同比增长6.8%，冶炼及加工行业投资同比增长

1.2%，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高端材料等领域的投资不断加快。

2019年全年我国氧化铝产量为6,959万吨，同比增加1%，电解铝产量为3,504万吨，同比减少2.2%，铝材产

量为4,613万吨，同比增长5.98%。铜材产量为1,774万吨，同比增长10.69%。铅产量519万吨，同比增长16.59%；

锌产量569万吨，同比增长9.01%。有色企业营业收入60,042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值2.6个百

分点。利润总额1,578亿元，同比下降6.5%，其中，矿山行业利润301亿元，同比下降28.4%；冶炼、加工行业利润

647亿元、630亿元，同比增长0.6%、1.4%。铅锌矿采选、钨钼冶炼、金银冶炼行业效益同比减利75亿元、65亿元、

45亿元，成为拖累行业效益下滑的主因。

2019全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为24.8万亿元，建筑业增加值7.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房屋建筑施

工面积为144.2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全年共完成基建投资12.9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3.8%，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9%；国内投资的重点领域，逐渐转向能源、交通和高技术产业。建筑工程行业

全年新签订单同比增长4.38%，增速为近三年来最低。

（五） 合同情况

2019年，公司累计签订合同6,589个，累计签订合同金额人民币475.77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2019

年

1-12

月

数量

（个）

金额

（亿元）

工程勘察设计与咨询

4,842 25.86

工程施工

工业项目

816 154.11

民用建筑

310 125.72

公路市政

53 149.6

装备制造

568 20.48

合计

6,589 475.7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未完工合同总额为人民币638.71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类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数量

（个）

金额

（亿元）

工程勘察设计与咨询

3,251 23.63

工程施工

工业项目

768 143.44

民用建筑

423 227.81

公路市政

118 219.13

装备制造

442 24.7

合计

5,002 638.71

（六） 已完工和未完工项目情况报告期内不同业务模式下已完工和未完工项目的数量、金额、业务开

展区域及主要风险如下：

未完工项目

业务模式 未完合同数量（个） 收入金额（亿元） 开展区域

传统工程施工

1,215 135.35

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区

EPC

类

35 20.30

广西、贵州、内蒙等地区

投融建类

20 28.49

云南、西安铜川市、河南等地区

合计

1,270 184.14

一一

-

已完工项目

业务分类 已完合同数量（个） 收入金额（亿元） 开展区域

传统工程施工

1,452 23.81

福建、甘肃、广西、广东等地区

EPC

类

24 1.95

山东、云南、贵州等地区

投融建类 一一 一一 一一

合计

1,476 25.76

一一

公司已完工项目主要存在回款风险；未完工项目中传统工程承包类业务主要面临结算拖期、回款滞后

等风险；EPC�类模式主要是采购风险；投融建类模式主要是面临筹资风险、业主不能按期回购、运营期经营

等风险。

（七）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

2017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599,946.31 4,906,900.14 4,903,098.34 14.12 4,542,145.34 4,537,378.98

营业收入

3,105,979.16 3,363,485.12 3,357,211.13 -7.66 3,611,217.91 3,606,534.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85.26 30,610.38 30,568.7 -88.61 59,148.46 59,120.8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882.83 21,963.9 21,932.59 -117.68 32,028.97 32,040.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2,205.99 1,015,869.43 1,015,869.44 11.45 918,644.06 917,823.0014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597.68 56,488.63 57,096.58 94.02 164,292.64 164,011.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02 0.08 0.08 -125 0.21 0.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0.66 2.84 2.84

减少

3.5

个

百分点

7.56 7.56

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15,032.58 736,617.30 745,417.88 1,008,9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52.72 -4,246.59 1,198.90 1,28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44.57 -4,059.35 1,140.93 -5,10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8,884.40 10,199.29 28,080.10 190,202.2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八） 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8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5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0 2,176,758,534 73.56 2,176,758,534

无

0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

限公司

0 399,476,000 13.50 0

未知 其他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0 86,925,466 2.94 86,925,466

无

0

国有法

人

阮美霞

5,269,726 5,269,726 0.1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76,709 3,492,442 0.12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158,469 3,158,469 0.11 0

无

0

其他

顾璟

2,786,800 2,786,800 0.09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怀运

1,106,900 2,326,900 0.08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2,277,300 2,277,300 0.08 0

无

0

其他

张鹤

2,051,400 2,051,400 0.0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

1

：中铝集团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包含其通过附属公司洛阳院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

A

股股票及通过其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H

股

股票。中铝集团连同其附属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2,283,179,000

股，其中包括

2,

263,684,000

股

A

股及

19,495,000

股

H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16%

。注

2

：中铝集

团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19,495,000

股

H

股由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有。注

3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

有的本公司

399,476,000

股

H

股中包含代中铝集团之附属公司云铝国际有限

公司持有的

19,495,000

股

H

股。注

4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九）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

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

方式

交易场所

2017

年

可续期

公司债

（第 一

期）

17

中工

Y1 136974 2017/3/13

本期债券基础期限

为

3

年，以每

3

个计息

年度为

1

个周期，在

每个周期末，发行人

有权选择将本品种

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

期 （即延长

3

年），或

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

债券。

500,000,000 6.00

在发行人

不行使递

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

况下，每

年付息一

次

上交所

2019

年

可续期

公司债

（第 一

期）

19

中工

Y1 155867 2019/10/30

本期债券期限以每

3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周

期， 在每个周期末，

发行人有权选择将

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周期 （即延长

3

年）， 或选择在该周

期末到期全额兑付

本期债券。

1,500,000,000 5.29

在发行人

不行使递

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

况下，每

年付息一

次

上交所

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3月8日发布公告,�宣布兑付“17中工Y1” 第一年利息，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发布公告,�

宣布兑付“17中工Y1” 第二年利息，公司于2020年3月6日发布公告,�宣布兑付“17中工Y1” 第三年利息。截

至报告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利息兑付。

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 28�日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大公报SD[2019]066�

号），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16�中工 Y1” 、“17�中工 Y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9�年 7月 9日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9]1803�号），中铝国际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9�

中工 Y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十） 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9

年

2018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资产负债率（

%

）

72.51 73.10 -0.5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7 0.11 -0.04

利息保障倍数

0.23 0.55 -0.32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05,979.16万元，同比减少7,66%；实现利润总额34,477.33万元，同比减少

47.6%；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485.26万元，同比减少88.61%。

（二）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该会计准则。本公司结合该等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审慎评

估相关事实和情况后，就有关事项追溯调整本报告期初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以下简称“财务报表格式”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

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 执行修订后租赁准则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报表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

资产：

预付账款

1,154,443,987.85 -307,698.19 1,154,136,289.66

使用权资产 一一

28,531,409.02 28,531,409.02

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53,597,500.02 11,653,295.64 1,365,250,795.66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本公司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本公司相应追溯调

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3.�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

证券代码：601068� � �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0-016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以现场结合视频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16日以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有效表决人数9人。

（四）公司董事长武建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总法律顾问、相关部门人员和中

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业绩公告和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19年度业绩公告和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年度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

0人弃权、0人回避。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34,

852,562.55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9,930,329.86元。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以2019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56%向全体股东分配股息，以总股本2,959,066,667股为基数，采

取现金分红方式，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含税），分配股利共计10,652,640.00元。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利润分配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2020年，公司资本支出计划安排人民币14.3亿元，其中：基本固定资产及科研信

息化投资计划安排人民币3.7亿元；股权投资计划安排人民币10.6亿元。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无条件的一般授权，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

要，决定单独或同时发行、配发及处理不超过于该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时公司已发行内资股（A股）及/或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各自20%之新增股份，并可就此等股份配发、发行及处理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适

合的相应修订，并履行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中国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即使公司董事会获得一般授权，如果发行A股新股，

仍需再次就增发A股的具体事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公司根据自身资金使用需求和实际情况持续制订并开始实施了相关融资计划，申请发行境内外公司债

务融资工具的一般性授权。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8年8月27日，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9,590.6667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102,087.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958.25万元。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中铝国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自A股上市以来，公司一直合法且规范地使用募集资金。2018年度，公司

实际使用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90,444.49万元。2019年度，公司实际使用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7,

513.76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述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 A�股IPO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年度非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接续人民币8.9亿元担保，接续美元0.5亿元担保，到期解除人民币1亿元担保；

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拟接续人民币28.38亿元担保， 新增人民币8.97亿元担保， 到期解除人民币7.97亿元担

保。上述担保事项不构成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对外担保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年度非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2020年度公司内部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2020年度公司拟发放内部委托贷款（全级次）不超过人民币102亿元。其中，公司

通过中铝财务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财务）对其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公

司控股子公司通过中铝财务为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中

铝财务发放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表决结果：7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关联董事李宜华先生与王军先生2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内部委托贷款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

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通过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未来正常生产建设对资金的需求，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融资需要，公司拟向非关联人金融

机构申请或续签授信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700亿元。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向非关联人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20亿元的贷款（不含债券融

资）。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设立铝应用设计分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业务渠道，加强经营管理效率，拟设立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铝应用设计分公司。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1.公司独立董事每月报酬为税后人民币1万元/人；2.公司董事长及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司董事的薪酬按照公司制定的有关董事薪酬方案确定；3.在公司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

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现金薪酬由基本薪酬、年度业绩薪酬、年度利润提成奖励薪酬、

经营任期激励薪酬和公务交通补贴构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考核期间的基本薪酬按月兑现；年度

业绩薪酬按照年度考核结果按年兑现；年度利润提成奖励薪酬根据实际完成利润情况核算奖励总额并根据

个人岗位及考核结果按年兑现；经营任期激励薪酬根据三年任期的业绩考核结果在任期结束后根据个人岗

位及考核结果一次性兑现。对未配备公务用车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任期情况及相应标准，另按月发放公务

交通补贴。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为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拟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表决结果：7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关联董事李宜华先生与王军先生2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等费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确定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480.5万元、 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审计费用为74.2万

元、募集资金和资金占用报告审计费用为21.2万元，合计575.9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二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续聘审计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师，任期至2020年度股东

大会结束为止，并授权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根据工作情况具体确定上述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和费用。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

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二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遵守OFAC承诺的议案》

公司申请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 主板上市过程中向联交所提交的、 日期为

2012年6月2日的承诺函（以下简称OFAC承诺）中承诺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H股国际发售所募得的资

金不得用于任何受到美国或其他法域广泛而全面经济制裁的国家或地区（原为古巴、苏丹、朝鲜、伊朗、叙

利亚及缅甸，目前更新为古巴、克里米亚、朝鲜、伊朗及叙利亚）。公司在H股上市以来，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2012年6月2日至今，未发生募集资金用于与上述受到美国或其他法域广泛而全面经济制裁的国家或地区的

项目的情况，并将在2020年及以后年度继续遵守上述承诺。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二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年度股东大会具体议题以公

司发布的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为准）

公司拟于2020年上半年在北京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资本支出计划的议案；

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7.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关于审议年度非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9.关于审议控股子公司为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审议2020年度公司内部委托贷款的议案；

11.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3.关于审议公司续聘审计师的议案。

同时，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于适当时候派发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人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0人回避。

三、上网公告附件

1．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 报备文件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0-017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度

非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具体详见公告。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46.25亿元和美元0.5亿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被担保人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81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对外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介绍

1.公司拟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接续人民币8.9亿元担保，接续美元0.5亿元担保，到期解除人民币1亿元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勘院）拟申请接续

人民币0.8亿元担保，需要公司为长勘院对相关项目的履约能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总金额为人民

币0.8亿元。

（2）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二冶）拟接续人民币3.5亿元授信，

需要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3.5亿元。

（3）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建设）拟续接人民币2.1亿元

贷款授信，需要公司为上述贷款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1亿元。

（4）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备公司）拟申请续接人民币2.5亿元

授信，需要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5亿元。

（5）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拟申请续接美元0.5亿元授信，

需要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权金额为美元0.5亿元。

2.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拟接续人民币28.38亿元担保，新增人民币8.97亿元担保，到期解除人民币7.97亿

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铝长城建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建设）提供合计人民币2亿元的担保（新增人民币1亿元担保，接续1亿元担保）。

（2）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冶公司）与下属6家子公司（咸阳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咸阳钢构）、河南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九冶）、陕西中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勉公司）、

汉中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中九冶）、郑州九冶三维化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冶三维）、新

疆九冶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九冶））互相提供合计人民币33.03亿元的担保（其中新增担保人民币

7.97亿元，接续担保人民币25.06亿元）。

（3）中铝万成山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成公司）为中铝山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工程）提供人民币2.32亿元接续担保（其中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金额，系就山东工程为万成公司提供的人民

币1亿元担保提供的相同额度担保）。

在上述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

他全资子公司使用，被担保方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子公司使用。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年度非关联交易类型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无需要回避表决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制度规

定，上述担保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勘院

公司名称：中国有色金属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廖从荣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振华路579号康庭园1栋101号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17日

主营业务：测绘、工程勘察、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应的工程总承包；城乡规划编制、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勘查；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

程、特种工程、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土及岩石分析试验；科研产品的研究、开发、生

产、销售；自有房屋及设备、铝合金模板、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租赁；环保工程设施施工、专业承包、设计；电子

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劳务分包；提供以上专业的人员培训服务（不含学历教育培训和劳动技能培

训）；复印晒图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长勘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勘院（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14,864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74,51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65,626万元、银行借款21,15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0,349万元，

营业收入人民币105,69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084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日，长勘院（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

民币110,94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71,53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62,648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24,15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39,411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17,92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39万元。

长勘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十二冶

公司名称：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53341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瑞平

注册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胜利街280号

成立日期：1989年5月31日

主营业务：承包境内外冶炼、房屋建筑、矿山、市政公用、机电安装、公路、化工石油、钢结构、地基与基

础、建筑装修装饰、炉窑、送变电工程施工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工程检测试验；无损检测理化试验；自有房

屋租赁；工程机械修理；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压力容器制造（仅限分支机构

用）；以自有资金对矿业投资，矿产品、金属材料、装潢材料、五金、普通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化工产品（危化

品除外）、煤制品（危化品除外）、铁矿粉、铝矾土的销售。承装、承试、承修电力设施；特种设备安装；压力管

道安装（除危险化学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园林绿化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冶金行业（金属

冶炼工程，冶金矿山工程）专业甲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二冶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金、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十二冶（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528,298万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431,641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428,042万元，保理借款为人民币13,850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

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96,657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243,46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6,072万元。截至2020年

2月29日，十二冶（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505,193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09,27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

民币405,568万元，保理借款为人民币13,850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95,920万元，营业

收入人民币11,14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27万元。

十二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天津建设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21,1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彦成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58号5-801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5日

主营业务：承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

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经销建材;有色金属产品销售、租

赁;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纸制品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适应的国外工程项

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起重机械安装、维修;压力容器制造、压力管道安装(取得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自有机器设备租赁;自有厂房租赁(限分支机构经营);建筑材料租赁；生产、

销售预拌混凝土（限分支机构经营);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津建设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天津建设（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84,363.30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61,062.4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61,062.46�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13,939.24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3,300.84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74,692.5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132.54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

日，天津建设（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168,264.5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46,498.9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人民币146,498.98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13,939.2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1,765.57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6,

168.2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526.83万元。

天津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设备公司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再云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C座306室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2日

主营业务：销售机械设备、金属矿石、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燃料油、煤炭、焦炭、针纺织品、医疗器械I类、汽车零配件、电子产品、汽车；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专业承包；建设项目工程管理；工程勘察设计等

设备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设备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207,454元，负债

总额人民币184,21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83,237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15,612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3,244万元，营业收入591,42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6,635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日，设备公司（未经审计）资

产总额人民币223,79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98,63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68,073万元，银行借款为人

民币17,561万元，中铝国际委托借款为128,3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5,162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36,369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745万元。

设备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香港公司

公司名称：中铝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夏慤道16号远东金融中心4501室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0日

主营业务：对外进行铝、有色金属、冶金及其他行业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和承接项目总承包；进行矿产资

源、材料和设备备件贸易；承担公司出口的设备或总承包项下在境外的配套土建和安装。

香港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香港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497,976.08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253,667.1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253,667.18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

民币244,308.90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2277.8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964.62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日，香港公

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250,680.25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4605.5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4605.58

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46,074.67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1775.11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769.94万元。

香港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六）长城建设

公司名称：中铝长城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68,536,261.13元

股权结构：六冶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苏晓鹏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汝南路81号。

成立日期：1979年10月25日

主营业务：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壹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

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炉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贰级，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

叁级,�室内装饰工程施工,承包境外冶炼工程和境外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及

对外派遣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压力容器制造,�压力管道安装,压力管道元件制造,锅炉安装、特种

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及保养，非标准设备制作，桥架制造，配电盘柜制造，混凝土预制品生产，混凝土销售，

汽车运输，设备租赁，机械加工，工程施工。

长城建设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城建设（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210,813.72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83,371.8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149,536.65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3,000万元），净资

产人民币27,441.87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60,413.89万元，净利润人民币-8,070.76万元。 截至2020年2月29日，

长城建设（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204,511.26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78,276.5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

币144,441.30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3,0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26,234.76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4,863.21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1,182.23万元。

长城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六冶的全资子公司。

（七）九冶公司

公司名称：九冶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2,000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62.5%、咸阳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7.23%、西咸新区九冶志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4.98%、西咸新区九冶立信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3%、西咸新区九冶同创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西咸新区九冶益新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17%、柴勇1.56%、王玖宏

1.88%、刘绪华0.83%、钟国荣1.56%、欧彦0.95%、任晓妮0.63%、余文平2.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聂玉栋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渭阳西路北侧

成立日期：2006年4月29日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冶金工程、矿山工程、钢结构工程、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

安装工程、管道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公路工程、管道安装、塔吊拆装；石油化工工程、电力工

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设计、建筑材料及其工程试件检验试验；物资经销；消防设施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商品混凝土和混凝土制品；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境外建筑、冶金、机电、钢结构、水

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管道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及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九冶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九冶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978,257.72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867,770.5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803,320.81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249,613.68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10,487.22元，营业收入人民币565,651.4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808.76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

日，九冶公司（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888,494.8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775,697.34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人民币711,247.67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236,113.68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12,797.55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

40,899.7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89.71万元。

九冶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八）咸阳钢构

公司名称：咸阳九冶钢结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03万元

股权结构：九冶公司持股10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文平

注册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咸红路69号

成立日期：2004年3月11日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钢结构、路桥钢结构、高层钢结构、塔桅钢结构、电力钢结构、非标准钢结构等建筑

物及制品的设计、制作、安装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咸阳钢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财务、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咸阳钢构（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8,443.03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7,843.35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7,843.35万元，银行借款为人民币4,800万元），净资产人民

币599.68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7,055.6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216.93万元。截至2020年2月29日，咸阳钢构（未

经审计）资产总额人民币7,863.38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7,252.2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人民币7,252.23万元，银

行借款为人民币4,8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11.15万元，营业收入人民币314.2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1.27万

元。

(下转B19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