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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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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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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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 177 号中海
国际中心 B 座 22 楼
国际中心 B 座 22 楼

电话

028-83335732

028-83332715

电子信箱

linb@cscec.com

chen_chi@cs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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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6,232,314,611.06

上年同期
4,970,613,433.6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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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360,742.95

77,145,310.03

-12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6,674,953.60

63,016,476.96

-126.46%

-1,689,710,178.16

-776,896,961.78

-11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7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1.91%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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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6,193,851,608.75

14,149,669,121.29

14.45%

4,200,944,274.02

4,279,029,940.17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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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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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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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建筑股份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5.03%

155,147,482

0

中国建筑第三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5.03%

155,147,482

0

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77%

38,906,072

0

中国建筑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2.06%

21,315,302

0

新疆电信实业
（集团）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1.65%

17,000,000

0

新疆天山水泥 境内非国有法
股份有限公司 人

1.30%

13,419,473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93%

9,587,600

0

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0.64%

6,590,712

0

中国建筑第六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0.51%

5,264,954

0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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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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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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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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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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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7年是经济新常态持续深化的一年，上半年经济增长6.9%，加上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实体经济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
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9%，规模以上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工业企业产量同比增长9.7%，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14.4%。市场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略有放缓，下行压力主要源于固定资产投
资、商品房销售、土地成交、建设开工等均有所走弱，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明显回
落。
（二）混凝土行业状况
由于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关闭僵尸企业的“供给侧”改革发展策略，高能耗行业将面临
去产能、调结构的发展导向，在经济增速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国家将更加关注发展质量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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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下，混凝土行业正逐渐由高速成长期步入中低速增长的稳定发展
期。行业格局已经呈现由分散走向集中，发展模式由能耗型走向绿色化转变，竞争模式从价
格竞争为主转向技术主导的差异化竞争，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优势已经凸显。
从行业发展需求趋势来看，一是国内需求增量从房建领域转向基础设施领域。虽然国内
宏观经济环境放缓、房地产投资放缓，给混凝土行业带来一定冲击。但是由于中国仍然处于
大规模建设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建筑工业化和绿色建筑的发展，以及京津冀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建设等一大批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未来五年市场对建材的需求将继续保持
高位，混凝土行业将直接受益。二是国外市场大有可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拓展了
国际化发展道路，是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手段，随着参与国之间基建、交通的互联互
通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出台，为混凝土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经营成果
2017年上半年，公司坚决贯彻落实 “强力推进区域化、精细化、结构转型”的总体方针，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38%，区域化战略取得新进展，新开拓
区域营业收入贡献占比超过30%；国际化战略取得新突破，成功进驻印尼市场；向基础设施转
型成效显著，签约量同比增长159.39%；但受各区域环保监管加强导致原材料频繁上涨等影响，
公司净利润同比降低。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的重点举措有：
1.企业规模加速扩张。上半年，公司完成混凝土签约量3581.27万方，同比增长33%；实
现混凝土销量1930.5万方，同比增长16.57%；实现营业收入62.32亿元，同比增长25.38%。
2.区域开拓成绩显著。在成熟区域，新疆公司疆内调整部分产能，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
中建商砼、西南公司、北方公司、湖南公司和贵州公司多个新建项目均顺利推进，行业地位
不断巩固。在新区域，一是整体发展势头迅猛。1-6月实现营业收入21.37亿元，同比增长
54.74%。二是多个投资项目相继落地。江苏区域实现南京首厂落地，公司新区域单位增至16
家。三是支持政策开始发力。上半年公司给予新区域专项财务资源配置，并指导强化新区域
领导班子建设；二级单位在市场营销、资源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
3.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基础设施业务板块，一是业务规模实现翻番。1-6月实现签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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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84万方，同比增长159.39%，占签约总量比为36.1%；实现销售量471.58万方。二是业务
领域不断拓宽，在全国13个城市新获得42个轨道交通项目；承接多个公路、管廊、桥梁项目。
三是业务体系逐步理顺。支撑业务板块，外加剂和水泥均获得稳步发展。新业务板块，建筑
工业化项目进展顺利。
4.海外发展步伐加快。上半年公司及部分二级单位分批次赴东南亚多个国家深入调研，
对接政府、熟悉客户。在印尼市场，公司已与中建四局就美加达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正积极
筹建工厂，打破了长期以来单一的技术输出发展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公司总部成立了海
外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加强海外工作组织领导和部署推进。
5.管理提升纵深推进。精细化管理方面，标准化持续落地，信息化成果丰硕，开发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业务管理系统1.0版；向住建部、工信部和中建股份申报了三项研发课题；
新疆公司建成信息中心，完成17条生产线工控改造。中建商砼自主开发的电商平台已投入运
营。西南公司加快推动智能化厂站建设，预拌厂核心业务流程E化率达90%。资金管理方面，
西南公司创新供应链金融业务，积极深化“银-企-商”合作。营销管理方面，公司与中铁一
局、中铁物资、中建国际投资、华融投资等企业高端对接。科技创新方面，中建商砼获批中
国建筑学会科普基地；新增国家级课题2项；授权专利18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申请专利11
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获市局级科技奖7项；参编国家、行业、地方标准3项，发表科技论文
25篇。
（四）下半年计划
下半年，公司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落实“区域化、精细化、
结构转型”三项重点工作，千方百计提升盈利能力，竭尽全力遏制应收账款，以更加坚定务
实的态度、更加扎实有力的举措，圆满实现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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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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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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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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本公司新增3家子公司，其中3级子公司2户，4级子公司1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漳州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中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常德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

级次 注册资本
4
3
3

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2,600.00
2,500.00
2,600.00

100%
100%
100%

本期本公司清算注销3家子公司，其中3级子公司1户，4级子公司2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和静县西青继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部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中建商品混凝土新型建材武汉有限公司

级次
4
4
3

注册资本

单位：万元

持股比例
2,000.00
1,000.00
3,000.00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文贵

2017年8月21日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