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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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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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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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晓东 王碧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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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813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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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18,092,472.90 4,097,534,203.97 -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0,791,456.66 342,184,312.89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58,873,188.27 324,965,483.76 1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9,936,916.17 -342,382,703.49 -1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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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44 6.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8.93%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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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3,206,500.51 11,447,974,207.61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72,523,591.54 4,177,504,633.46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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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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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股份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17% 332,209,313 0 0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2% 100,981,786 96,423,586 0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4% 40,337,765 40,337,765 0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415,000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3% 7,135,165 0 0 

王文霞 境外自然人 0.54% 4,143,529 0 0 

靳晓齐 境内自然人 0.49% 3,806,500 0 0 

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3,800,452 3,800,452 0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6% 3,538,663 0 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803,912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同为中国中车股份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是
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靳晓齐，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 3,806,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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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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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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培育“三个动力”，市场带动、协同互动、投资驱动不断深化，一体化推动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全

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8.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1亿元。 

1、市场中心建设情况 

公司面对国际工程市场总量萎缩、全球市场债务危机等困难，全力做好市场开拓与聚焦，维护在传统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了16亿美元的孟加拉博杜阿卡利1320MW超超临界火电站项目、2.77亿美元的莫桑比克电网扩容项目、1.48亿美元的南

苏丹Aweil灌溉项目等多个项目的签约。 

2、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1）重大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全力确保重大投资项目按计划落地。孟加拉1320MW超超临界火电项目先后签署了EPC总承包合同、建设合同与采
购合同，预计项目将于下半年开工建设。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签署地形勘测合同、风机供货及服务合同、设计合同等，取

得全部土建工程量单及部分电气设计成果，编制整体执行计划，开展风机物流运输合同招标和现场详细测量。老挝南湃水电

站BOT项目稳健运营，实现上网电量2.7亿千瓦时，完成年度发电目标的62.4%。 

（2）重大EPC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执行项目克服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各种困难，按计划推进。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土建工程
完工94.19%，机电工程完工96.26%，土建工程所有建筑已移交，目前正在进行机电施工和调试。亚吉铁路机车车辆综合采

购项目开展项目收尾工作，完成200辆平车出厂整备、消缺。老挝丰沙里奔怒新城项目总体工程进度完成30%。老挝沙湾拿
吉省塔班通公路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23%；完成项目商务合同、主权担保协议变更，基本具备信保申请条件。刚果(金)卡莫

亚二期铜矿项目完成了长周期设备采购定货和无图备料材料的采购和运输；现场施工全面开展。刚果（金）庞比铜矿项目正
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完成设备采购招标56项、签订合同38项和12个批次的设备发运，实现三个标段共计13个子项开工。 

3、子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协同互动发展，努力打造产业链，通过公司本部与子公司的业务优势整合，提升综合竞争优势。 

（1）北方车辆 

报告期内， 北方车辆积极做好市场开拓，南非市场出口增长明显。阿尔及利亚加油船项目采购合同和进口设备合同正
在签订中，完成与供应商商务洽谈。阿联酋无人机项目开展第二批发运。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进一步开拓缅甸、巴基斯

坦、安哥拉、菲律宾市场。 

（2）深圳华特 

报告期内， 华特积极开展市场布局，加大“走出去”力度，与客户及合作伙伴探讨海外布局的目标市场及合作模式。华

特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在食品圆罐、杀虫水、冷媒和氧气罐领域的投入已经产生一定收益。上海智能制造气雾罐生产线项目，
按计划稳步推进。 

（3）北方机电 

报告期内，北方机电积极推进创新发展战略，紧随电商脚步，力争实现配套发展，上半年实现盒马鲜生苏州、上海、重

庆项目和唯品会项目签约，盒马鲜生无锡和南通项目顺利执行完毕。机电在持续加强传统货运系统的同时，努力拓展客运物

流自动化业务，浦东机场ABD（自助行李托运系统）项目顺利实施并投入运营，成功中标广州白云机场ABD项目。北方机

电继续深化矿产物流自动化业务，为刚果（金）卡莫亚铜钴矿二期项目提供保障和供应服务。 

（4）北方物流 

报告期内，北方物流积极发挥协同效应，为公司多个重大项目提供物流服务。老挝丰沙里奔怒新城项目，发运一期物资

共34车次。刚果（金）卡莫亚二期和庞比铜矿项目，累计发运散货5715计费吨/81标箱。孟加拉博杜阿卡利1320MW超超临

界火电站项目，完成大件物流运输方案。同时，北方物流不断加强外部市场开发，中标执行大庆沙特70D钻机项目、大庆伊

拉克中南部油田年度运输项目、渤海石油伊拉克库克油田钻机、中铁电气化局以色列红线、中油测井乍得包机、十五冶刚果

（金）板房等项目。 

（5）北方新能源 

报告期内，新能源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确保了对美太阳能户外灯

具出口业务基本保持稳定。目前新能源正在加快与生产企业探讨投资建设海外生产基地步伐，以规避风险，确保太阳能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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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对美出口业务的稳定。积极培育新能源工程业务，与江西赣锋锂电合作，签约1MW/3MWh的储能项目，已并网运行产

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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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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