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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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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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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516,117,02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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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建设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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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8-83332761

028-83332761

电话

028-83335732

028-83332715

电子信箱

linb@cscec.com

chen_chi@cscec.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变化情况
1.主营业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高性能预拌砼的生产、销售及其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新型建材及化工材料的研究及生产应用。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业从事高性能预拌混凝土
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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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是基本建筑材料，广泛运用于各种建筑物和构筑物。在我国，预拌混凝土是从施
工建筑行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兴行业，与传统的混凝土现场搅拌相比，预拌混凝土具有提
高混凝土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大大减少噪音和粉尘污染，有效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
满足高强度和特殊性能混凝土需求的特点，是混凝土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的转变，实现了
混凝土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和商品化，是建筑业依靠技术进步迈向建筑工业化的一项重要
变革。
3.经营模式
（1）混凝土企业的常规经营模式：一是以销定产、即产即销。混凝土企业按照订单生产，
及时送出，产成品不能储存；二是服务过程与建筑施工紧密相关。预拌混凝土除了需要生产、
运输外，还需施工现场的泵送等服务，预拌混凝土的生产、销售与建筑施工基本同步。
（2）集团化管控、跨区域经营。公司下属6家二级公司，52家法人企业，已建立了成熟
的集团化管控模式，公司在华北、华中、东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广泛布局，业务已覆盖全
国19个省（直辖市）。
（3）聚焦高端的营销模式。公司2015年大项目签约额140亿元，占比80.46%，其中20万
方以上的大项目41个。公司所属各区域均承揽到一批具有地标性质的项目，部分区域牢牢占
据当地市场龙头位置。
（4）围绕混凝土的全产业链。公司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以商品混凝土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在发展核心业务的基础上，致力于产业集群的打造，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目前，公
司初步形成了以混凝土生产为核心，辐射水泥、预拌砂浆、矿粉、砂石骨料、物流运输、检
测等业务，基本建立了“技术研发+资源储备+生产+销售+服务”的产业链条。
4.业绩驱动因素
（1）公司秉承“工匠精神”，通过精细化运营，从质量和性能两方面为客户提供混凝土生
产、销售、物流、检测、施工、咨询等全方位的高品质综合服务，不断提高客户体验价值，
提升股东投资价值。
（2）公司具备行业领先的技术实力，并能够转化为成本优势。公司具备超高层泵送技术、
特殊混凝土技术等核心技术，为承接高端项目提供巨大优势，服务的超高层、地标性等高端
项目较多。
（3）公司实施差异化竞争，为客户提供高强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纤维混凝土、绿色
低碳混凝土、特种砂浆等高附加值、差异化的产品。
（4）公司的绿色发展理念和节能环保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
一，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5）公司通过成熟区域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及新区域的持续拓展，拉动规模和业绩的持续
增长。
（二）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状况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混凝土行业积累的许多问题逐渐显现，如产能过剩、同质化无
序竞争、产业集中度低、技术水平停滞不前、质量水平参差不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
在新常态下，我国混凝土行业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停止增长，导致上述问题进一步凸显。为
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未来满足绿色节能、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工业利废等政策导
向，达到较高的集约化、工业化、绿色化生产水平，生产高性能、低消耗、良好装饰性的混
凝土制品，将成为行业新的发展方向。我国混凝土行业正逐渐由高速成长期步入平稳成熟期，
行业格局将呈现出由分散走向集中、发展模式从能耗型向绿色化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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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凸显等趋势。
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新
型城镇化”等国家政策的实施落地，将推动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给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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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机遇，混凝土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受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房地产开发
投资低迷的影响，混凝土产品的需求出现萎缩，市场价格也呈现缓慢下行走势，行业竞争加
剧，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加大、应收账款居高不下，行业内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另一方面，国家出台的三大战略实施、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加大投资等，将为混凝土及相
关行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家通过财税改革、环保高压等政策实施，将有利于混
凝土行业整合重组，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三）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全国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强且全国布局的专业商品混凝土上市公司。2015年，公
司实现混凝土产量3241.61万方，业务覆盖国内19个省（直辖市），保持国内混凝土企业排名
第二、在全球混凝土中排名逐步提升，公司当选年度“混凝土行业最具社会影响力企业”，公
司董事长当选年度“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领军人物”。公司为混凝土行业仅有的几家高新技
术企业之一，在乌鲁木齐、武汉、济南拥有三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建有业内首家商品混凝
土专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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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营业收入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10,294,929,193.13

10,211,040,495.81

0.82%

8,614,318,76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790,887.56

332,717,520.94

4.23%

407,101,06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152,291.12

326,525,873.45

3.25%

385,780,38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6,196,754.41

19,244,366.13

3,985.33%

-417,627,29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4

4.69%

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0.64

4.69%

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9.31%

-0.33%

15.28%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12,556,220,750.58

10,872,893,399.74

15.48%

8,982,385,495.23

4,012,713,829.87

3,717,534,644.81

7.94%

3,436,428,826.3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538,895,724.98

2,852,622,115.43

3,028,736,560.89

2,874,674,79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530,315.76

145,215,528.82

177,984,069.05

118,121,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652,370.69

146,498,114.52

177,857,807.70

110,448,73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1,426,544.54

-175,062,446.01

26,171,158.03

1,516,514,586.93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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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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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24,810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24,369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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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新疆建工
（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6.18%

186,718,067

49,127,108

中国建筑股份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15.03%

77,573,741

77,573,741

中国建筑第三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15.03%

77,573,741

77,573,741

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77%

19,453,036

19,453,036

新疆天山水泥 境内非国有
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

2.87%

14,813,172

0

新疆电信实业
（集团）有限责 国有法人
任公司

2.40%

12,394,090

0

中国建筑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2.06%

10,657,651

10,65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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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7,380,000

0

新疆新华水电
境内非国有
投资股份有限
法人
公司

1.25%

6,442,899

0

中央汇金资产
境内非国有
管理有限责任
法人
公司

0.93%

4,793,800

0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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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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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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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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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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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国家经济正式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政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
调，坚持推进深化改革，通过采取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
措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6.9%，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加
快转型升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中国制造2025”、“互联
网+”、“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实施落地，将推动国家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给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创造新机遇。
在宏观经济大背景下，我国混凝土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受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
滑、房地产开发投资低迷的影响，2015年全国混凝土行业产量基本停止增长，预计与2014年
持平。混凝土产品市场价格也呈现缓慢下行走势，整个行业利润相较去年同期有小幅下降，
行业竞争加剧，产能过剩、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环保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内企业面临巨大的
生存与发展压力。但同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行业的发展，三大战略实施、城镇
化建设、基础设施加大投资等，将为混凝土及相关行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2015年，面对市场压力，公司坚持以“谋布局、保增长、提质量、增效益”为工作主线，
实现混凝土产量3241.61万方，同比增长3.45%；实现营业收入102.95亿元，同比增长0.82%；
新签约合同额174亿元，同比增长23.41%；实现归母净利润3.47亿元，同比增长4.23%。各项
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在开拓布局、转型升级、管理提升、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新进展，保
持了公司的平稳发展势头。
一、开拓布局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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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布局持续完善。2015年公司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新增35个站点、70条生产线。精
耕细作成熟区域，提升盈利水平、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彰显支柱作用；大力拓
展新开拓区域，在重庆、沈阳、昆明、南宁、襄阳五个城市取得混凝土生产资质，福建区域
规模实现区域第一，昆明区域基础设施签约占比达58%；海南市场得到快速增长，产量增幅
达485.16%，成为海洋工程混凝土的重要供应商；甘肃区域站点增至4个，河南区域形成6 站
布局，青岛区域完成市内三区布局，合肥区域实现双站联动，南昌、南宁区域首站投产。
2.产业链布局持续优化。水泥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7.64%；在外加剂领域，投资收
购巴斯夫彭山生产基地；在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公司与迁安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完
成了项目一期可研报告编制；在建筑工业化领域，公司参与福建、郑州和成都三个项目的投
资，累计完成投资1.2亿元，长沙项目正在推进中；在矿山领域，多个区域均在积极推进中。
3.海外开拓持续实施。2015年，阿尔及利亚站、马来西亚站共生产混凝土18万方，完成
了阿尔及利亚最长盘管泵送试验（475米），在海外彰显了公司技术实力。公司海外业务管理
经验、技术标准、人才培养等取得新进展。
二、提质增效取得新进展
1.运营管理创新加强。通过开展综合运营大检查、提质增效专项检查、“大干120天”专项
竞赛活动、内部定期开展对标分析等多种形式加强管理，保持了生产经营局面的稳定。
2.催收清欠成效显著。一是加大了考核力度，签订专项目标考核责任书、风险应收账款
目标考核责任书、实施现金流管控与利润折算考核方案，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大幅改善；二是
诉讼清欠回款额达3.23亿元，是去年的1.61倍；三是全年收款目标圆满完成，全年累计清收99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96.21%。
3.集采工作逐步提升。一是集采体系逐步健全。建立两级集采管理中心，完善了机构，
明确了职责；开展了培训检查，提高了操作合规性和数据准确性；二是推进集采平台与厂站
生产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取得了系统数据植入接口，完成了互联植入代码编写工作；三是线
下交易向线上转移进程提速。全年集采平台交易额43.5亿元。
三、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1.高端经营成果丰硕。坚持“三大”市场策略，提升签约品质，全年大项目合同金额占比达
80.5%。在各区域承揽了一批特大项目，部分单体项目签约额突破1亿元。这些高端项目，有
力提升了企业品牌、保障了签约增长。
2.结构调整多点突破。全年基础设施项目签约42亿元，占比24%，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
本年承揽的基础设施项目更加多元，在地铁、机场、站房、道路桥梁、国防等领域，承接了
众多标志性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承接，熟悉了市场、积累了资源、获取了经验，为2016年
基础设施全面发力创造了条件。
3.融资保障不断强化。加大了银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信用评级维持AA，成功发行了5
亿元短期融资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方案已获国资委审批、证监会审核通过。
4.并购重组取得突破。南宁、沈阳两个项目已办理完成产权交割，一个项目已正式立项，
同步还有4个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在不断研讨、实践中，逐步深化了认识，统一了管理底线，
规范了操作流程。
四、管理提升取得新进展
1.总部建设纵深推进。多措并举，总部持续加强政策解读、行业研究，引领能力进一步
增强，综合管理能力不断提升。2015 年，公司获得了深交所信息披露年度考核最高评级A级、
国资委中央企业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
2.机构改革有序推进。实施了二级单位层面的机构改革。形成六家二级单位，行政管理
关系已经就位。二级单位总部迅速搭建完成，完成了制度体系建设，理顺了管理机制。
3.绩效管理持续推进。完善了组织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做大做强新区域，开展总部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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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总部工作效能提升。
4.两化融合加快推进。在顶层设计、厂站标准化建设、编码体系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两化融合工作，上线了多个信息管理系统。
5.风险防控稳步推进。审计监督、法务工作持续强化，安全风险、质量风险、税务风险
受控，10家基层单位获评国家安全标准化单位。
五、创新发展取得新进展
1.战略规划取得进展。对“十二五”规划执行情况、外部环境及内部资源与能力进行了系统
深入分析，完成十个专项课题的研究报告，编制了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
2.轻资产运营不断突破。西南公司组建的物流合资公司挂牌运营，湖南公司基本实现物
流全部外包。到2015年底，公司物流外包占比64%，同比提升17个百分点。
3.科技创新再获丰收。一是科研平台建设取得进展。中建商砼新技术中心即将投入使用，
公司获批行业内首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二是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完成8项科技成果
鉴定，均达到国际先进及以上水平。申请专利27 项，授权专利37 项；获省部级科技奖8项；
获省部级工法4项；完成参编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各1项；三是履约能力提升。保障了天津
117 大厦、武汉绿地中心、东湖通道等众多重点工程顺利施工，创造了混凝土泵送高度吉尼
斯世界记录等一批新记录。
4.品牌建设共建提升。一是完成了所有满足条件载体的VI更新，全面统一了企业形象；
二是承办2015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业年会，提高了行业影响力；三是举办了业绩推介会，推
介投资亮点，获得资本市场关注；四是荣誉层次进一步提升。公司上榜《财富》中国企业500
强，获评中国混凝土10 强企业、中国建材企业500 强等高层次荣誉，各二级单位获得了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四川省直机关文明单位、陕西省希望工程
贡献奖等荣誉，中建商砼首次参评全国文明单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商品砼

营业收入
10,159,545,983.8
4

营业利润
444,150,962.29

毛利率
12.96%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0.06%

-9.38%

0.6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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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变化。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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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明细详见年报：第四节/二/2/（6）报告期内合并范围是否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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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6 年 1-3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6 年 1-3 月净利润（万元）

-7,562.43

至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835.91
-9,453.03

一季度，混凝土行业由于北方地区冬歇期较长，其他区域受春节休假影响，
导致经营季节性亏损；预计公司销售量同比增长，亏损额同比减少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文贵
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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