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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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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拟以总股数 156,704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4 元（含税），预计支付红

利 37,608.96万元，每 10股转增 2股，预计转增 31,340.80 万股。此分配预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北京城建 6002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财广 李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1号城建开

发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1号城建开发大厦 

电话 （010）82275598 （010）82275665 

电子信箱 zhangcaiguang@bucid.com liwei@bucid.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对外股权投资和商业地产经营三大板块全面协调发展。开发类型

涵盖住宅、公寓、别墅、商业、酒店、写字楼、文旅等多种业态，开发区域遍及北京、天津、重

庆、成都、南京、青岛、三亚等重点区域。逐步形成了以龙樾为代表的高端楼盘、以国誉府为代

表的中高端楼盘和以畅悦居为代表的系列品牌。以黄山文旅小镇和云蒙山旅游度假为代表的文旅

地产有序推进。对外股权投资呈现出流动性强、资产处置灵活的特点，投资企业目前呈现出流动

性强、资产变现迅速的特点，2018 年获得现金分红 1.21 亿元。商业地产经营能力持续提高，经营

效益显著，在酒店、写字楼和社区商业等方面的管理和运营能力持续增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09,949,946,184.15 98,208,770,176.85 11.96 76,057,378,042.04 

营业收入 13,380,520,554.27 14,042,729,748.20 -4.72 11,627,832,78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30,080,020.47 1,456,107,797.10 -15.52 1,443,561,36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49,999,853.24 1,380,227,569.94 -16.68 1,437,923,97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449,022,523.16 20,213,456,487.39 16.01 19,664,345,83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620,767,258.38 -13,936,075,866.22 -38.14 -1,743,013,931.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93 -24.73 0.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0 0.93 -24.73 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67 7.48 减少1.81个百分点 7.3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35,761,617.69 1,822,420,076.28 4,322,681,930.45 5,699,656,92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4,580,240.58 248,305,313.02 307,836,054.84 559,358,41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6,600,790.00 232,864,775.73 306,703,555.2 503,830,73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49,853,607.22 20,237,609.21 -3,534,342,188.70 -4,256,809,071.6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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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8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4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470,400 651,356,093 41.57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812,200 46,971,255 3.00 0 未知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1,640,100 22,606,268 1.44 0 未知   未知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16,254,015 16,254,015 1.04 0 未知   未知 

宋艳芳 7,884,645 12,543,567 0.80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380,798 12,501,577 0.80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180,301 10,159,001 0.65 0 未知   未知 

丁素娥 9,519,300 9,519,300 0.61 0 未知   未知 

徐仁桥 9,351,983 9,351,983 0.60 0 未知   未知 

应京 0 9,065,700 0.5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

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

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

息方式 

交易

场所 

北京城建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5

城

建

01 

122402 2015-07-20  2022-07-20 57.58 4.40 按 年 付

息、到期

一 次 还

本 

上交

所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根据“15 城建 01”债券相关条款，2016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7 月 20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2018年 7月 20日，公司已兑付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 2018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

评级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本期跟踪评级报告预计在公司年报公告后两个月内在交易所

网站、评级机构网站披露。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6.39 77 -0.79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2 0.03 -18.06 



利息保障倍数 0.79 0.99 -20.5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81亿元，同比减少 4.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30 亿元，同比减少 15.52%，公司销售回款 153.73 亿元，同比减少 11.96%。公司主要业务经

营情况如下： 

一是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公司不断增强转型升级的知识储备、人才储备、资源储备、模

式储备，加强对文旅产业的研究力度，转型发展意识不断增强，转型升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

提高。作为公司转型升级的代表项目，黄山文旅小镇项目策划和规划设计工作已全面启动，云蒙

山项目景区整合和整体规划方案提升工作深入实施。 

二是棚改项目持续高效推进。公司在手的望坛、临河村、怀柔新城、康庄等棚改项目按计划

高效推进，在持续深化望坛模式、临河速度和怀柔标杆的基础上，今年更是实现了动感花园定价

模式的突破，实现了项目利润最大化，创造了棚改项目的“动感价值”。 

三是土地拓展再有新斩获。通过招拍挂获得了天津武清和青岛胶州、大兴采育、昌平科技城、

东黄山国际小镇 6个项目，通过股权收购获得了平谷项目，通过授权获得了保定莲池区棚改项目。

通过战略合作积极推进 2个项目进展。在手的走马庄、平各庄、马池口等一级开发项目有序推进。 

四是做产品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产品建造能力持续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有效提高，由公司主导编制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新风系统技术规程》正式发布实施，三

亚海云家园和成都龙樾湾双双获得国家住宅开发类最高奖“广厦奖”，多个项目获得了结构长城杯、

绿色文明工地等荣誉称号。 

五是对外股权投资价值显现。公司投资企业目前呈现出流动性强、资产处置灵活的特点，目

前持有国信证券、锦州银行、中科曙光、中信建投四家上市公司股票，2018年获得现金分红 1.21

亿元。投管公司 2 支私募股权基金已分别完成基金备案和工商注册，ABN 业务取得进展，获得了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 

六是商业地产经营健康发展。加大公司现有商业地产整合改造升级力度，大幅提高了租金收

益，实现了存量物业保值增值。加强对子公司商业地产项目的调研、指导、管理和服务，北京、

成都、三亚等商业建设有效推进。圆满完成了公司持有的非经营性资产移交。 

七是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公司通过银行借款、公司债、中期票据、地产基金、债权投资计划、

信托、委托贷款等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保障公司经营需要，资金管理规范高效。战略采购线上



招采系统全面应用，客户满意度大幅提升，第三方评估在提升管理水平中作用持续发挥。基础管

理规范高效。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8年 6 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拆分

部分利润表项目；并于 2018年 9 月 7日发布了《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

的解读》，明确要求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其他收益”列报，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

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

本公司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

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

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列

报金额 
影响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经重列

后金额 

应收账款 76,290,939.84 -76,290,939.8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6,290,939.84 76,290,939.84 

应收利息 761,617.95 -761,617.95  

应收股利 201,999,316.86 -201,999,316.86  

其他应收款 1,976,391,977.16 202,760,934.81 2,179,152,911.97 

应付票据 1,900,000.00 -1,900,000.00  

应付账款 8,404,929,693.99 -8,404,929,693.9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406,829,693.99 8,406,829,693.99 

应付利息 203,248,467.73 -203,248,467.73  

应付股利 229,963,100.00 -229,963,100.00  

其他应付款 6,225,271,633.73 433,211,567.73 6,658,483,201.46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42 户，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

增加 3 户，其中投资设立 2 户，股权收购 1 户；减少 1 户，为清算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