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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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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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元（含税），预计支付红

利 43,877.1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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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坚持集团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倾心打造“北京城建地产”品牌，形成了房地

产开发、对外股权投资和商业地产经营三大业务板块协调发展的良性局面。房地产开发继续保持

了良好的发展势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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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股权投资呈现出流

动性强、资产处置灵活的特点，目前公司对外投资企业 15 家，总投资额 27.63 亿元。商业地产经

营能力持续提高，经营效益显著，在社区商业、酒店和写字楼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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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98,208,770,176.85 76,057,378,042.04 29.12 64,034,559,471.63 

营业收入 14,042,729,748.20 11,627,832,785.09 20.77 9,178,203,95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56,107,797.10 1,443,561,365.88 0.87 1,429,031,99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80,227,569.94 1,437,923,973.54 -4.01 1,374,902,35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213,456,487.39 19,664,345,839.05 2.79 19,410,442,42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936,075,866.22 -1,743,013,931.26 -699.54 -5,631,326,01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92 1.09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92 1.09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48 7.39 增加0.09个

百分点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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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601,169.17 1,670,945,830.54 3,158,550,840.24 6,961,631,90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2,998,793.24 161,267,989.11 217,946,466.22 973,894,5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02,140,163.69 160,829,246.24 216,594,950.8 900,663,20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96,083,596.98 -5,005,304,507.17 -6,932,916,529.14 -1,001,771,2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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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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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885,693 40.39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230,694 76,783,455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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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6,602 24,246,368 1.55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6,120,033 17,786,027 1.14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国寿瑞安 

12,726,204 17,726,112 1.1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20,999,870 15,000,126 0.96  未知  未知 

谢志远 125,781 14,104,586 0.90  未知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3,007 10,506,859 0.67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9,999,871 9,999,871 0.64  未知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启

鸿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79,636 9,579,63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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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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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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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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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7 72 6.9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3 0.04 -31.16 

利息保障倍数 0.99 1.36 -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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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3 亿元，同比增长 20.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14.56亿元，同比增加 0.87%，公司销售回款 174.61 亿元，同比增长 3.33%，全面超额完成了

各项经营指标。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一是转型探索迈出新步伐。通过联合竞买、股权收购、合作开发、棚户区改造、政府授权实

施等方式，先后在北京、三亚、青岛等地获得了新项目。以云蒙山项目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地产项

目有序推进，以文旅地产为方向的转型探索迈出了扎实步伐。 

二是棚改项目高效推进。棚户区改造是公司抓住政策和市场机遇、进行优势资源整合的成功

尝试，在手的望坛、临河、怀柔三个棚改项目高效推进，在北京棚改中连续开创了“望坛模式”、

打造了“临河速度”、树立了“怀柔标杆”，公司还获得了延庆康庄、大兴海子角、怀柔富乐村 3

个项目的棚改实施授权。 

三是产品品质显著提升。通过强化过程控制，公司策划、研发、工程、成本、客服、销售等

系统管控到位，以龙樾系列、府系列为代表的多个项目产品品质在各方面均有了质的提升，产品

溢价能力显现。公司多个项目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房地产优秀设计项目、房地产创新技

术典范、北京园林优秀设计奖。 

四是股权投资价值显现。新增华能资本投资 10.5亿元，累计对外投资额 27.63 亿元，投资领



域涉及银行、金控、证券、基金、房地产、卫星导航等 15家企业，公司整体投资呈现出流动性强，

资产处理方式灵活的特点，全年获得投资分红 1.51亿元。 

五是商业地产初具规模。经营性物业招商工作稳步推进，租金收益稳定增加。定制开发模式

逐渐成熟，海南三亚建国酒店正式开始试营业，海南三亚万豪酒店按照三亚退海岸线 200 米要求

调整了规划方案并重新申报，城奥大厦建设工作有序推进，正在进行幕墙施工。 

六是融资渠道持续畅通。继望坛项目顺利实施银团融资后，临河村、怀柔项目又先后成功实

施银团融资。此外，利用北交所和保险资金平台，通过债权融资计划取得资金，利率远低于同期

信托贷款利率。中期票据已完成首期 10亿元的发行工作。 

七是经营管理规范有序。持续强化战略管控，内控管理顺畅有力，系统管理作用持续发挥，

总部的指导、监督、协调、服务职能进一步增强。第三方评价机制逐步深入，覆盖了工程、客服、

成本、销售等主要系统。资金统筹管理更加高效，保证了经营开发所需资金。信息化系统进一步

完善，有力助推了管理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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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该准则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

益”，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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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该准则

修订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施行，同时要求企业对 2017年 1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

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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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户。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题较上期相比，

增加 5户，其中投资设立 4户，股权收购 1户；减少 2户，均为清算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