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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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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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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4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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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新星 股票代码 00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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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新 路忠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七区 28号

楼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七区 28号

楼 

电话 010-63706972 010-63706972 

电子信箱 hudx@bnec.cn luz@bne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工程勘察与岩土工程施工一体化、从事工程总承包与工程

项目咨询管理的综合性工程公司。主要服务对象为石油化工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和其它建筑

工程，其中包括工程测量与地理信息、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岩土工程施工、岩土工程

检（监）测等。 

公司业务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石油石化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为实施专业化服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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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下设岩土工程、勘察工程、测绘工程、测试工程等4个专业工程部和保定实华工程测试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工程建设进行工程勘察和测绘，查明场地的地貌和地质情况，并进行地

基处理和建（构）筑物的基础施工，以及岩土工程检测。在全国各片区设置项目经理部，常

设天津、青岛、广州、辽宁、内蒙、北海、福建、海南等驻外项目部，由驻外项目负责市场

开拓和维护，由专业工程部负责工程项目实施。公司在国内石油与化工、煤化工、油气储运

等行业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专业市场。 

近年来，公司相继完成了炼油、化工、原油与LNG储备库、输油（气）管道及国家石油

储备基地等一批国家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中海油、神华集团、中化集团的重点

工程。报告期内公司为开拓新业务领域，在济南、郑州成立了驻外项目部，向石化行业以外

渗透，不断开拓铁路、公路、市政、钢铁产业等工程市场，并积极介入文莱、印度尼西亚等

国外石油和化工工程建设。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围绕石化、煤化工产业的工程建设提供岩土工程服务，因此上述产

业的发展，特别是投资状况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报告期内国家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石化行业结构性产能过剩，行业投资连续几年出现大幅下滑，一些重点项目，

如中科合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中委合资2000万吨/年重油加工项目等，推进缓慢，使得整

体上行业现状对公司影响很大。 

但公司利用多年技术积累，确保在优势领域的优势地位，如在地下水封洞库工程建设的

选址、勘察、超前预报、监控量测等方面，公司的技术实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保证了在国

家石油储备地下水封洞库工程勘察项目上优势地位。同时，积极开拓公路、市政、铁路等领

域的市场，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升级的进程，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

国家在工程建设的投资会逐步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仍有很大的扩展机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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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78,357,925.41 278,157,189.48 -35.88% 470,869,19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4,646.79 18,864,536.34 -75.59% 37,504,2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1,790,274.26 18,644,924.61 -90.40% 37,037,8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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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29,532.15 -802,677.82  -35,296,99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1 -76.19%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1 -76.19%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4.34% -3.43% 11.77%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690,574,541.26 716,423,930.99 -3.61% 582,656,3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9,403,722.12 508,345,975.33 0.21% 333,612,172.8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2,830,013.70 31,567,100.59 42,435,740.96 71,525,07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6,032.53 1,157,305.00 4,926,423.53 3,816,95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80,447.34 1,112,322.00 2,325,120.92 3,736,26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24,907.11 -3,776,844.87 -13,086,312.89 21,067,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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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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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13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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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会利 境内自然人 8.04% 8,148,684 8,148,684   

赵小奇 境内自然人 2.09% 2,115,624 2,115,624   

曲维孟 境内自然人 1.90% 1,925,000 1,925,000   

胡德新 境内自然人 1.76% 1,780,000 1,780,000   

王宝成 境内自然人 1.25% 1,264,000 1,264,000   

奚进泉 境内自然人 1.21% 1,227,200 1,227,200   

李玉富 境内自然人 1.13% 1,149,200 1,149,200 质押 900,000 

柯立泉 境内自然人 1.13% 1,142,752 1,142,752 质押 340,000 

路忠 境内自然人 1.06% 1,074,400 1,074,400 质押 480,000 

郝长明 境内自然人 1.04% 1,049,800 1,04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会利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小奇、曲维孟、胡德新、王宝成、奚进泉、李玉富、柯立泉、

路忠和郝长明同陈会利是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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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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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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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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工程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公司把2016年确定为公司

的“管理年”，全体干部职工以“管理年”为引领，强化质量管理，紧盯企业转型，以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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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夯实基础管理水平，深化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进程。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35.79万元，利润总额464.52万元，所得税费用4.05万元，实

现税后净利润460.46万元。截至2016年底，公司资产总额69,057.45万元，负债合计18,117.0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5,0834.60万元。 

2016年同上年度相比，营业收入有同比下降35.88%，净利润率同比降低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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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地基处理  85,190,533.22 83,604,809.20 1.86% -45.60% -26.45% -25.55% 

地质服务 91,020,884.24 58,961,634.06 35.22% -24.18% -17.27%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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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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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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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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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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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文莱子公司

的议案。2016年6月15日，LSL&BNEC SDN BHD公司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注册成立。自成立之

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于2016年2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

北京新星实华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议案。截止2016年5月4日，北京新星实华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的注销工作已经完成，并于当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出具的注销核准通知

书。自注销之日起不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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