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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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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合田 董事 因公出差 王粤涛 

何佳 董事长 因公出差 谢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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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晓东 罗乐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 6 号院北方国际大

厦 6 层及 19-22 层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 6 号院北方国际大

厦 6 层及 19-22 层 

电话 010-68137579、010-68137370 010-68137579、010-68137370 

电子信箱 bfgj@norinco-intl.com bfgj@norinco-int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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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987,810,407.39 2,217,486,808.10 4,055,294,224.00 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8,427,350.06 110,145,343.15 155,879,429.48 2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5,556,551.42 107,408,379.57 137,082,643.97 4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87,855,706.96 101,952,504.09 5,417,174.51 36,59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0.30 3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40 0.3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5.51% 5.50% 0.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562,253,076.74 7,387,210,056.53 12,148,177,174.86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1,517,748.84 1,975,757,696.58 3,188,609,627.78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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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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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43.17% 221,472,875 11,046,921 0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3% 64,282,391 64,282,391 0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4% 26,891,843 26,891,843 0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5% 25,911,063 0 0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混合型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7,000,35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4,199,540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商聚潮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3,630,715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989,407 0 0 

中辰番茄制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2,533,635 2,533,635 0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6% 2,359,109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二大股东北方工业科技有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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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装备集团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50%的股权，公

司第四大股东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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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披露 

土木工程建筑业 

报告期内，北方国际实现营业收入498,781.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42.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30%。 

（一）国际工程市场开发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发挥品牌和渠道优势，积极开拓市场，主动策划市场，将与公司传统

优势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作为重中之重，实现了伊朗内政部406辆地铁车采购项目、伊朗德黑兰70辆铝合金地铁车供

货项目、伊拉克贾贝尔巴赞水泥厂、哈萨克斯坦阔克布拉克铁矿选矿厂等多个项目签约。 

（二）国际工程重大项目执行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各重大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

首辆列车成功下线，土建总体工程完成70%，机电安装按计划推进；埃塞俄比亚Addis Ababa-Djibouti铁路车辆采购项目完成

330辆埃塞本地化组装铁路平车现场验收，亚吉铁路全线开始临时开通，实现货运电力机车首次跨境运输；老挝南湃水电站

BOT项目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并实现满负荷运行，目前已并网发电，同时，运营团队已组建完毕，并开始工作；埃塞GDYW-2

输电线路项目按计划完成全部28批设备发运和基塔基础建设及组塔工作；缅甸蒙育瓦铜矿项目全面启动项目结算。 

（三）子公司经营情况 

1. 北方国际地产：在项目执行方面，朗宁郡项目790套住宅全部售罄。在市场开发方面，北方国际地产积极推进地产国

际化进程，对缅甸、伊朗等市场的多个项目进一步跟踪和调研。 

2. 北方车辆：在项目执行方面，顺利完成委内瑞拉330套车辆出口；移动营房项目剩余部分的执行取得积极进展；委内

瑞拉后勤车辆项目完成除3%质量保证金外的全部收汇；巴基斯坦拖车项目完成全部100台车发运；南非ESI完成重车销售174

台。在在市场开发方面，北方车辆参与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孟加拉等市场招投标项目，中标阿方油气终端码头经营开发公

司1艘维修船，实现新业务突破。成功开发菲律宾市场，实现100辆北奔车成交和发货。产能合作方面，与长安集团的合作取

得突破，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3. 北方物流：在项目执行方面，巴基斯坦橙线项目累计完成1400标箱海陆运输工作；泰国新能源公交车项目发运完毕。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在市场开发方面，北方物流积极开拓市场，积极推进协同发展、 

4. 北方机电：在项目执行方面，积极做好缅甸铜矿S&K矿生产备件供应和改造项目服务，提供新增的部分输送设备及

改造项目备件；完成浦东机场中货航项目、赫尔辛基机场项目、莫斯科无动力台项目。在市场开发方面，跟踪工业产能升级、

智能制造改造业务，为西安兵器产业园、北方公司大连仓库提供仓库物流自动装卸方案；开拓了汽车零部件国内贸易新业务。 

5. 北方新能源：积极创新市场开发模式，与供应商合作开发传统花园灯出口市场，有效提升了出口规模。 

6. 深圳华特：完成天津基地装修改造和厂区搬迁并开展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新的二次冷轧气雾罐生产线和四色印刷

机设备采购与调试，提升生产能力，降低了成本。面对主要原材料马口铁涨价的难关，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向高毛利的

化工罐产品倾斜，实现了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 

（四）转型升级情况 

1、海外投资取得重要进展。 

老挝南湃水电站BOT项目是公司第一个特许经营权类投资项目，上半年完成建设，五月份两台机组成功完成满负荷运

行，实现并网发电，运营团队已组建完毕并开始工作。同时，公司正在大力跟踪和推进一批新的投资项目，涉及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涵盖特许经营权、国际产能合作等多种投资类型，分别由公司国际工程部门、北方国际地产、北方车辆、北方物流

等在紧密策划与评估。同时，公司积极加强对兼并收购的研究和推进工作，积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并购标的。 

2、战略合作持续推进 

公司持续加强与国内外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等的战略合作。报告期内，公司与十余家大型设计、施工、金融单位进行

了会谈合作。2017年公司启动战略合作资源管理专项工作，对战略合作资源进行统一管理，使其价值发挥到最大。目前公司

及各子公司已与多家金融机构、设计院及产品生产企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还在战略合作模式上不断创新，尤其是在

联营体模式上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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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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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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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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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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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