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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1-038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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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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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彬 韩春珉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 989 号中建

大厦 26 层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汉州路 989 号中建

大厦 26 层 

电话 028-83332761 028-83332715 

电子信箱 linb@cscec.com hcm_west@csce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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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374,435,816.68 9,603,122,133.83 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3,678,676.80 295,576,333.19 2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338,869,464.48 282,586,152.75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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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5,348,263.61 -1,482,825,116.98 -37.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81 0.2341 23.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81 0.2341 23.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4.06% 0.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877,152,901.40 23,833,615,558.88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80,525,080.47 7,828,780,424.17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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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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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建新疆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43% 396,731,588 0   

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9% 155,147,482 0   

中国建筑第三

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29% 155,147,482 0   

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8% 38,906,072 0   

中国建筑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69% 21,315,302 0   

新疆电信实业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17,000,000 0   

浙江广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7% 15,969,900 0   

新疆天山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13,419,473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7% 8,434,960 0   

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2% 6,590,71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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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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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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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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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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中建西部建

设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

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16 中建西部
MTN001 

101654087 2016 年 09 月 27 日 2021 年 09 月 28 日 72,047.1 3.97%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3.06% 57.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7.36 30.51 

三、重要事项 

2021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

部门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新发展阶段，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聚焦实现发展质量提

升、生产效率提高、发展动力变革，整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 

1.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报告期内，公司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通过拓展区域产能、主攻重

大项目签约等举措，继续保持在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核心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聚焦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的布局突破，在上海、苏州等城市以租赁厂站形式快速形成产

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四大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深圳市内，公司为海坪地厂盛大开业投产；在北京成立了合

资公司，强化高端资源对接。公司在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的同时，全国性布局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2.推进“两翼”协同发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践行“产业链协同”和“产业互联网协同”发展战略。在产

业链协同方面，矿山骨料业务实施策略进一步明确，多个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外加剂业务基本实现省级区

域全覆盖，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其中外销产值增长了近3倍。在产业互联网方面，公司正式成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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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整合产业互联网资源，积极打造“数字西建·产业互联”生态，已形成较为清晰的业务架构和产品方

向。其中，电商平台在报告期内的交易额同比上年实现大幅增长。 

3.聚焦管理能力提升。一是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精准发力重点改革任务，上半年改革目标综

合完成率达到62%，提前达到年度节点目标。二是完成市值管理顶层设计。发布《市值管理工作方案》，

建立形成市值管理工作体系，明确了公司市值管理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组织体系和重点工作举措。三

是深入探索管理创新有效机制。树立绩效导向，落实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要求，探索建立中长

期考核激励体系。此外，搭建战略客户开发、维护、管理工作机制，报告期内与战略客户的主营产品销售

签约方量占比公司总量半数以上，战略客户规模效应初显。 

4.加强内外对标意识。外部对标方面，公司深入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建立三级市场对标

体系和定期对标机制，组织开展重点城市和全部预拌厂的市场对标，积累各级市场原始数据资源。同时，

公司各业务系统赴外部优秀企业调研交流频次显著提升，寻找先进理念方法，提升创效能力。内部对标方

面，以提升基础管理专项行动为抓手，通过生产经营横向对标对表，加大了公司生产网点基础管理标准化、

精细化力度，形成了包含主营产品产量、产值、利润等生产经营核心指标的对标体系，以数据分析决策助

推公司效益提升。 

5.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报告期内，公司以中建西部建设建材科学研究院为主体，完成科技创新平台申

报；建立技术中心联席会机制，通过强统筹、搭平台、促交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启动“十四五”

科技专项规划编制，助力公司进一步加强绿色高性能混凝土品牌建设。上半年，公司新立项12项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持续推进重点工程建设，高附加值产品产量累计占比16.9%。 

6.提高风险防控能力。一是面对疫情反复，公司始终坚持员工生命至上、安全至上，从严落实常态化

疫情管控措施，疫情防控形势平稳。二是依托质量管理信息系统，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管理水平，报告期内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产品质量控制平稳。三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组织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志旗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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