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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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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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彤

董事长

因公出差

张晓明

魏合田

董事

因公出差

王粤涛

谢兴国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何佳

曾世贵

董事

因公出差

张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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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003,6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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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国际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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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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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 6 层及 19-22 层

传真

010-68137466

010-68137466

电话

010-68137579

010-68137579

电子信箱

bfgj@norinco-intl.com

bfgj@norinco-intl.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重组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由国际工程承包、国内建筑工程、房地产业务变更为国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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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承包、国内建筑工程、房地产、重型装备出口贸易、物流服务、物流自动化设备系统集成服务、太阳能产品贸易及新能源
项目开发、金属包装容器的生产和销售。
1、国际工程承包
公司的核心业务为国际工程承包。经过在国际工程市场上几十年的稳步经营与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具有项目融资、设计、
采购、施工、投资运营等全方位系统集成能力的综合性国际工程总承包商。北方国际工程总承包业务专注于国际市场轨道交
通、电力、石油与矿产设施建设、工业、农业、市政、房建等专业领域，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
和贸易往来关系，先后在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以EPC、BOT 方式总承包了几十个大中型工程项目。报告期内，公司顺
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积极加大海外市场开发力度，标志性重大项目不断突破，海外投资取得重要进展。
2、房地产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方国际地产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地产开发、经营、投资与管理等房地产业务。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顺
德朗宁郡项目按计划执行，南沙境界项目实现商业区整售。
3、国内工程业务
北方国际具有国家住建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等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建筑幕墙工程施工一级资质。报
告期内，重点跟踪了多个PPP项目的开发，其中良乡拱辰商业金融项目获得立项批复，完成了项目开发整体计划编制等前期
工作, 并成功获取用地建设规划许可证。力争实现国际、国内工程的联动发展。
4、重型装备出口贸易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专注于从事重型装备出口业务，主要经营出口的产品领域包括商用车及零配件、
石油装备、工程机械等，市场主要分布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在多年的国际化运营过程中，
一方面，北方车辆在海外市场建立了良好的东道国关系，不断拓展销售渠道，部分业务采取以SKD方式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
和技术合作创新模式；另一方面，北方车辆在国内与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生产厂商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国内重型装备产品走出去的国际营销价值链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国内重型装备产品的国际市场推广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5、物流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主要提供以跨境综合物流为主的综合国际货运代理以及贸易物流服务，属于现代
物流业。综合国际货运代理以国际项目物流为主，为客户制定专业化、个性化项目物流解决方案。贸易物流围绕货物采购及
配套物流展开，为客户提供物流方案，资金安排，采购执行等综合服务。
6、物流自动化设备系统集成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北方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主营空港物流自动化系统与矿山、码头自动化装卸系统设备；摩托车消音器；
户外用品；其他轻工产品的出口业务。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空港现代物流自动化系统的集成与设备供应服务，深耕该领域
多年，在空港物流自动化设备和集成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并已组建团队进军国内空港物流自动化设备总装项目领域。
7、太阳能产品贸易及新能源项目开发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技术应用开发和推广。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分
别是太阳能照明灯具板块和新能源工程项目板块。在新能源工程领域，北方新能源具备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涵
盖包括光伏电站，太阳能照明，光伏空调、供水、太阳能安保，智能管理等方面的集成工程，已在泰国和国内建成几十兆瓦
太阳能光伏电站，完成了非洲的微网电站的产品销售，设备供应和方案论证。太阳能照明灯具业务方面，北方新能源专业从
事太阳能照明产品的出口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草坪灯、太阳能庭院灯，广泛应用于庭院、公共绿地、道路和广场等区
域的照明、亮化或景观装饰。
8、金属包装容器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马口铁包装容器的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马口铁喷雾罐、化工
罐、奶粉罐、杂品罐四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化工、日用化工等包装。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家
集马口铁印刷、制罐及生产各类罐用配件为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性马口铁容器制造企业。
（二）所属行业情况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2016年以来，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指引，多种举措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取得了难
能可贵的成绩，行业整体业务稳步攀升。 2016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新签合同额
2440.1亿美元，同比增长16.2%。从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来看，我国近两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快速增长。
2015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同比增长7.4%，到2016年，我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新签合同额达到了126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6%。
2016年，公司位列国际承包商（ENR）排行榜第112位，在中国上榜企业中位列第2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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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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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后

8,761,923,443.60 4,285,573,950.79 8,105,317,336.55

2014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8.10% 3,024,100,750.24 6,729,392,59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1,048,956.55

218,852,205.00

300,287,162.12

53.54%

184,594,289.22

256,097,66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378,989.06

218,203,981.12

218,203,981.09

62.41%

184,584,640.73

184,584,64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4,061,811.84

379,266,123.01

587,009,100.10

-75.46%

169,967,121.03

18,762,63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50

0.820

0.640

48.44%

0.730

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50

0.820

0.640

48.44%

0.730

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9%

14.41%

14.67%

2.12%

20.89%

23.16%

2016 年末
调整前
总资产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5 年末
调整后

12,148,177,174.86 6,617,550,768.13 8,850,829,78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188,609,627.78 1,944,136,779.77 2,511,961,247.04

2014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37.25% 4,917,983,848.76 7,017,350,680.33
26.94%

959,847,773.11 1,452,907,432.1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51%股权、广州北方机
电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和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99%股份，构成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在编制比较报表时对 2014 年、2015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922,493,245.60

2,132,800,978.40

1,919,406,659.33

2,787,222,5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783,919.81

107,095,509.67

69,468,812.23

235,700,71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738,516.33

77,562,044.53

48,347,469.69

198,730,958.51

-271,972,592.63

62,253,117.40

315,927,599.78

37,853,68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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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51%股权、广州北方机
电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和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99%股份，构成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本报告季度数据系追溯重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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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
16,620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6,620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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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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混合型组合

2.08%

10,660,447

0

0

南方基金-建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南方 境内非国有法人
基金固定收益组合

1.26%

6,472,725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型证券投资基金

0.94%

4,803,921

0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商聚潮新思维混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77%

3,928,265

0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0.71%

3,656,618

0

0

0.62%

3,156,145

0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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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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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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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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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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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6,192.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104.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稳步推进重大项目执行。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主体工程建成投产，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埃
塞俄比亚AddisAbaba-Djibouti铁路车辆采购项目完成了各项发运任务，提早完成了电力机车及客车的动态试验和验收，为亚
吉铁路成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完成主要分包合同签署，克服了工期特别紧张等困难，
提前启动大量设计工作，保障了土建正常施工。马什哈德2号线地铁车辆供货项目，年初成功实现首列车下线；全年完成四
批货物发运。老挝南湃水电站BOT项目按计划完成大坝填筑、厂房浇筑，实现隧洞贯通并顺利下闸蓄水；完成全部机电设备
发运；土建主体和机电安装已全部完成。
2、市场开拓情况
经过多年的海外市场中心建设，公司的市场开发能力显著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伊朗马什哈德-高乐巴哈电气化
铁路项目、老挝500KVPakading–Mahaxai输变电线路项目、巴基斯坦萨塔风电项目、老挝万象供水系统改造及仙丁供水系统
建设项目等17个项目成交，共计21亿美元。签约项目涉及9个国别，在肯尼亚、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取得突破。公司设置了
巴基斯坦分公司、伊拉克分公司等海外机构，并以传统市场为区域中心向周边辐射，取得良好效果。
3、转型升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圆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投资项目不断突破，尤其是重大标志性投资项目得到
实质性推进，经营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重大资产重组按期完成
报告期内，公司圆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配套资金1.95亿元，成功打造了民品国际化经营板
块，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投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驱动作用，将海外投资工作作为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报告期内跟踪的投资项目达到10余个，并积极
做好老挝南湃水电站BOT项目管理团队建设，为发电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在巴基斯坦设立的、用于投资建设和运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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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萨塔风电投资项目的萨塔电力有限公司，成为巴基斯坦信德省当年首家获得发电执照的风电公司，为公司在巴电力投
资项目的运营管理打下基础。
（3）战略合作不断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大力推进与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国兵器集团中国五洲
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等二十余
家大型设计、施工、金融单位进行会谈，并与其中部分单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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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国际工程承包

5,095,542,381.07

515,867,536.51

10.12%

22.47%

79.81%

3.23%

货物贸易

2,535,463,600.98

264,211,290.61

10.42%

-6.17%

37.27%

3.30%

688,312,065.01

163,976,730.34

23.82%

6.62%

21.60%

2.94%

金属包装容器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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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重组后业务为以国际工程承包为主体的多元业务模式，包括房地产开发、货物贸易、金
属包装容器制造、货运代理等。本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6,192.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6,10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54%。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为2016年度公司国际工程业务收
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以及2016年度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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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
2016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
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管理层批准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2016年5
月1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审批程序

备注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包
括税金及附加及管理
费用，影响金额
1,412,64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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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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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本年度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于2016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844
号），核准本次交易。重大资产重组后，合并范围增加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北方机电
发展有限公司、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五家公司，详细情况请参考财报附注。
2、新设合并
本公司2016年2月4日在巴基斯坦投资设立北方国际萨塔电力有限公司，用于投资建设和运营巴基斯坦萨塔100MW风电
投资项目。北方国际萨塔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730万美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额为5,157万美元，占比90%，
ANENERGY(PVT)LIMITED.（可再生能源私人有限公司）出资额为573万美元，占比10%。经营范围：电力相关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等日常经营活动。截止目前，完成首次资本金300万美元注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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