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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建设

股票代码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30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彬

陈赤

电话

028-83335732

028-83332715

传真

028-83332761

028-83332761

电子信箱

linb@cscec.com

chen_chi@csce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970,613,433.62

4,391,517,840.41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145,310.03

50,685,213.06

5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3,016,476.96

48,845,743.83

29.01%

-776,896,961.78

-756,488,990.55

-2.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1.36%

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3,036,888,261.20

12,556,220,750.58

3.83%

4,046,145,320.36

4,012,713,829.87

0.83%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74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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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中建新疆建工
（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6.18%

373,436,134

98,254,216

中国建筑股份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5.03%

155,147,482

155,147,482

中国建筑第三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5.03%

155,147,482

155,147,482

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77%

38,906,072

38,906,072

新疆天山水泥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2.87%

29,626,344

0

新疆电信实业
（集团）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2.40%

24,788,180

0

中国建筑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2.06%

21,315,302

21,315,30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境内非国有法
安新丝路主题
人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9%

13,350,000

0

新疆新华水电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股份有限
人
公司

1.25%

12,885,798

0

中央汇金资产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有限责任
人
公司

0.93%

9,587,600

0

数量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
的说明
工程总公司控制；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无
明（如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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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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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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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6年上半年，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政府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
年，全国GDP同比增长6.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同比增长9.0%，其中，房地产市场
有所回暖，但以消化库存为主，区域市场持续分化，基础设施投资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而民
间投资增速有所下滑。
总体来说，在改革创新不断释放红利的前提下，经济整体打开了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下
半年总体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
资增速维持弱势地位，民间固定资产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保
持较高增速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主要看能否突破资金约束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效果，如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专项建设债发行以及PPP模式推进等。
（二）混凝土行业情况
我国混凝土行业已从高速成长期步入成熟平稳期。2016年上半年，受建筑业景气度回升
及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影响，我国预拌混凝土行业整体情况有所改善。随着推广高性能混
凝土、全面实施营改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央部署城市未来发展“路线图”，建立综
合管廊和海绵城市标准设计体系，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等利好政策多管齐下，混凝土行业迎
来新的发展契机。
（三）经营成果
2016年，面对行业低速增长及市场竞争持续加剧的压力，公司坚持“谋布局、保增长、
提质量、增效益”为工作主线，实现了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指标以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的速度快速增长，呈现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的重点举措有：
1.新区域快速发展。上半年，公司对新区域单位实施多项支持政策，一是在配置资源上，
以支持新区域发展为导向，公司将财务资源直接配置到新区域单位；二是在绩效考核上，针
对二级单位设置“新开拓区域销售量增长率”指标，并将新区域产量加成计入二级单位营业
收入；三是出台了合规性手续办理等系列工作指导意见；四是二级单位在市场营销、资源配
置、人力资源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公司这些措施，逐步完善了支持新区域发展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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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2016年上半年，新区域单位实现营业收入14.74亿元，同比增长28%，为公司实现规模增
长作出较大贡献。
2.基础设施业务持续突破。2016年上半年，公司基础设施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在地铁、
机场、道路桥梁、国防等领域，承接了众多标志性项目。上半年，公司基础设施项目签约14.38
亿元，同比增长66.8%。
3.新型业务有序推进。外加剂业务上半年实现产量6.27万吨，同比增长15.2%；收购的彭
山外加剂厂启动改建升级工作。吉木萨尔水泥厂上半年销售水泥及熟料32.48万吨，完成营业
收入6,936万元。建筑工业化方面，福州、成都两个项目正式投产；郑州项目启动了基建工程；
长沙项目地铁管片部分已投产，建筑PC构件厂区正在进行基建及设备安装工作。资源综合利
用方面，河北迁安项目向天津地区输送尾矿，经济效益初显。
4.海外业务稳步发展。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两个区域实现技术输出，履约服务得到客
户认可。
5.精细化管理持续深入。信息化方面，持续推进厂站业务流程标准化、数据标准化。在
预拌厂站核算、内部对标分析、机构管理及绩效考核、单项目核算方面出台了制度，中建商
砼试点推行了职业经理人制度。
6.科技创新不断加强。一是举办了首届科技大会。二是加强了科研平台建设。公司技术
中心乌鲁木齐、成都、武汉三个分中心正式挂牌。三是规范了科研资金投入。发布科技创新
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科技资金来源保障和过程管理机制。四是新增专利授权19项，
两项成果分别获得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参与修订3
项行业标准。
7.第三方物流分包。上半年，公司大力推进第三方物流，第三方物流方量占公司产量的
81.7%，较上年同期增长20.5%；湖南公司实现物流分包比例100%；中建商砼基本完成武汉地
区物流设备返租运营。
（四）下半年计划
下半年，公司聚焦年度工作目标，认真贯彻“外拓市场、内强管理”的工作思路，坚持
聚焦主业、优化布局、提升效益、转型升级，支持新区域开拓，持续拓展海外市场，重点推
进精细化管理、向基础设施领域转型等工作。同时，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催收清欠、减亏扭
亏、税务管理、科技创新、安全质量等工作，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经营风险。通过以上措施，
确保公司全年目标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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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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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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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末相比本期合并范围新增单位4家，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本附注九、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文贵

2016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