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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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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彤

董事长

因公出差

李建民

魏合田

董事

因公出差

王粤涛

谢兴国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鲍恩斯

张川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鲍恩斯

公司负责人王粤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家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云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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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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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9,552,432,163.99

6,617,550,768.13

44.35%

2,079,710,999.04

1,944,136,779.77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1,098,329,440.37

177.26%

3,315,816,248.47

94.53%

49,236,949.86

14.96%

159,382,293.01

55.38%

48,239,650.98

12.67%

155,648,030.55

52.39%

187,425,203.34

52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9.09%

0.39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9.09%

0.39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1.27%

7.90%

4.22%

注：根据本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实施了 2016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
案，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274,371,762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本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411,557,643 股。上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性每股收益为按新的总股本计算的数据。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411,557,64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87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440,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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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634,439.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83,562.50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96,298.64

736,125.16
84,055.61
3,734,262.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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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620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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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53.81%

147,648,583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0%

17,274,042

0

2.01%

5,510,026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5,135,157

0

－中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固定收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8%

2,696,984

0

7,36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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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益组合
王文霞

境外自然人

0.94%

2,573,355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9%

2,437,745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6%

2,083,879

0

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207 号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2%

1,976,985

0

0.71%

1,951,095

0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澳投
（杭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
产管理计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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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140,283,969 人民币普通股

140,183,969

17,274,042 人民币普通股

17,274,042

5,510,026 人民币普通股

5,5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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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5,135,157 人民币普通股

5,135,157

2,696,984 人民币普通股

2,696,984

王文霞

2,573,355 人民币普通股

2,573,355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437,745 人民币普通股

2,437,745

2,083,879 人民币普通股

2,083,879

1,976,985 人民币普通股

1,976,985

1,951,095 人民币普通股

1,951,095

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委托南方基金固定收
益组合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诺安澳投
（杭州）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207 号资产
管理计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信金利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分别持有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50%的股权。公司第二大股东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

说明

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未知前 3-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 3-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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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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应收账款期末数为2,169,782,137.95元，比年初增加195.92%，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工程
结算量较大所致。
预付账款期末数为1,820,307,522.67元，比年初增加83.78%，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国际工程项目支付分包单
位预付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期末数为6,871,255.63元，比年初增加81.25%，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计提定期及结构性存款利息
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61,263,486.18元，比年初减少70.87%，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收到出口退税款所致。
存货期末数为622,074,691.68元，比年初增加60.34%，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国际工程项目工程施工以及子公司
北方国际地产开发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62,858,734.17元，比年初增加560.00%，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国际工程项目现场预缴税
款所致。
无形资产期末数为1,144,377,306.94元，比年初增加40.29%，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老挝南湃BOT水电站项目发生
的建设投资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38,272,825.31元，比年初增加46.49%，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应收账款计提坏账产生的资产减值
损失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期末数为4,272,416,197.70元，比年初增加30.48%，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与分包
单位工程结算量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期末数为2,388,022,458.28元，比年初增加243.0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收到业主支付的项目预
付款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14,306,505.22元，比年初增加77.9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之子公司北方国际地产房屋预售收取
的购房诚意金及代收的契税款。
长期借款期末数为267,112,000.00元，比年初增加105.67%，其主要原因是：2016年1-9月公司之子公司南湃电力有限公
司取得项目借款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为-904,363.46元，比年初减少194.8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因外币汇率波动产生外
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营业收入2016年1-9月发生数为3,315,816,248.4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4.53%，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国际工
程承包业务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所致。
营业成本2016年1-9月发生数为2,994,558,981.4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3.81%，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主营业
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结转的主营业务成本也相应增长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2016年1-9月发生数为542,803.1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0.4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房地产
销售业务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2016年1-9月发生数为54,531,350.8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13%，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职工薪酬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2016年1-9月发生数为88,412,257.1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2.04%，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对增
加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2016年1-9月发生数为3,775,766.3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25.58%，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收到北
京市商委鼓励企业出口增长的奖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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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2016年1-9月发生数为35,379,234.3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8.06%，其主要原因是：公司2016年1-9月营业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6年1-9月发生数为187,425,203.3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5.14%，其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6年1-9月收到项目预付款和进度款，以及出口退税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6年1-9月发生数为160,244,082.4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9.28%，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上
年同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已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截止到本报告期末的履行情况如下：
（1）已生效正在执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①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合同金额为16.26亿美元（详见公司2015年12月24日披露的《公司与中国北方工
业公司签订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出口代理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确认收入人民币57,954.23万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57,954.23 万元。
②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合同价格为7.0亿美元（详见公司2011年9月28日重大合同暨
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确认收入人民币33,619.54 万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 人民币238,606.90万元。
③埃塞俄比亚Addis Ababa-Djibouti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合同金额2.59亿美元（详见公司2013年10月29日重大合
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确认收入人民币 5,607.70万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人民币127,532.23 万元。
④建造老挝Xebangfai河流域灌溉和防洪管理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15亿美元（详见公司2010年8月12日21日重大项目公
告）
履行情况：报告期内确认收入0元，截止2016年9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19,090.31万元。
（2）已签约尚未生效的重大销售合同
①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38.49亿人民币（详见公司2011年4 月28日的重大项目进展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②德黑兰地铁六号线项目合同，合同价格121,856.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8.7亿元人民币元（详见公司2012年5月12日
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③几内亚比绍Saltinho 水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格为2.87亿美元（详见公司2013年11月8日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④几内亚比绍Saltinho-比绍-塔纳府输变电线路与变电站项目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1.99亿美元（详见公司2014年4
月26日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⑤伊朗德黑兰1008辆碳钢地铁车供货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合同，合同金额112.17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2015
年3月4日披露的《伊朗德黑兰1008辆碳钢地铁车供货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⑥老挝500KV Pakading–Mahaxai输变电线路项目合同，合同金额3.43亿美元（详见公司2016年1月28日披露的《老挝
500KV Pakading–Mahaxai输变电线路项目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⑦高乐巴哈-马什哈德电气化铁路项目合同，合同金额22.95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2016年1月28日披露的《高乐巴哈马什哈德电气化铁路项目重大合同公告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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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不再单独或与其他第三人
共同以任何方式从事经营
与北方国际相竞争的民用
工程承包业务，但以下情
关于同业竞争、 况除外：（1）根据北方国
中国北方工业

关联交易、资金 际的要求，为北方国际未 2000 年 04

公司

占用方面的承

来承揽民用工程项目提供 月 22 日

诺

资信或其他方面的支持；

长期

承诺正常履行中

长期

承诺正常履行中

（2）根据国家的授权或许
可从事特种行业或特殊项
目的非一般民用工程承包
项目。
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规
范并逐步减少关联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关于同业竞争、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及所控
中国北方工业

关联交易、资金 制企业未来不会从事、投 2014 年 11

公司

占用方面的承

资、协助第三方从事或投 月 03 日

诺

资与北方国际及其下属各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或可能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万宝在
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
7,364,614 股自本次发行结

中国北方工业
公司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股份限售承诺

让，可解限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2016 年 7 月 1

2015 年 06 2018 年 6
月 15 日

月 15 日

承诺正常履行中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万
宝工程公司将其持有的北
方国际 145,248,583 股股份

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占北方国际总股本的
52.94%）无偿划转给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北方工
业公司，本次无偿划转完
成后，中国万宝工程将不
再持有北方国际的股份，
对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尚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北方公司承诺予以承接并
继续履行相关义务。
股权激励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国北方工业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本公司股份 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80%。7 月 15 日
再次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中国北方工业
东所作承诺

公司

股份增持承诺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计划在

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股票

1,500,000 股，累计

二级市场实际情况，以相

增持 240 万股，占公

关法律法规认可的方式，

司总股本的

增持不超过 5%的上市公

2016 年 07 2016 年 7 0.8747%。2016 年 7

司股份。中国北方工业公 月 11 日

月 11 日

月 11 日，中国北方

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

工业公司关于“增持

及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

不超过 5%的上市公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

司股份”的承诺已履

司股份。

行完毕。在承诺期
间，中国北方工业公
司增持北方国际股
票和计 240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8747%。同时，北
方公司承诺增持实
施期间及增持计划
完成后 6 个月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上市
公司股份。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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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7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人数

2016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人民币贬值对公司业绩影响

2016 年 09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伊朗项目进展情况

2016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接待投资者调研的时间和程序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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