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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城建 股票代码 600266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财广 李威 

电话 010-82275538 010-82275598 

传真 010-82275598 010-82275598 

电子信箱 Zhangcaiguang@bucid.com Liwei@bucid.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

比上年

(末)增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 36,256,809,903.56 30,008,907,812.25 20.82 22,930,986,58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531,779,045.07 7,522,939,065.61 13.41 6,600,698,54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81,083,491.33  1,393,297,626.94 -400.09 -333,457,348.38 

营业收入 7,692,225,491.44 6,683,980,314.36 15.08 5,246,666,77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84,374,807.88  1,094,868,120.63 17.31 839,002,68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47,781,514.85 1,006,980,840.98 23.91 852,613,49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4 15.44 
增加 0.5

个百分点 
13.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44 1.2313 17.31 0.94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444 1.2313 17.31 0.9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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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1,2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数 52,3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41 448,240,936 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5 40,051,629 8,596,928 

 

未知 

中国银行－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 38,983,622 2,815,838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信金利趋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 29,539,397 19,578,093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 12,500,000 12,500,000 

 

未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8C－CT001 沪 

其他 0.93 8,294,113 1,630,775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5,517,846 -3,507,252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 5,318,717 -3,740,357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4,778,016 4,778,016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

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9 4,327,810 2,630,610 

 

未知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中，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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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南方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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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工银

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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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1.1  2013 年房地产市场分析 

2013 年，国务院出台了房地产调控的“国五条”政策，开启了全年楼市调控的序幕，

“限价、限购、限贷”的标准和范围更加严格和具体化，投资性需求成为调控的重点。3 月

份，各地“国五条”实施细则出台，限购、限贷的调控政策依然持续，政府严格调控之下全

国房地产市场各项指标增速同比明显减缓，房价快速上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热点

城市庞大的刚需及持续升温的土地市场仍在推动房价上涨，重点城市供需两旺，全国销售创

纪录，房地产投资额和开工量继续增加。此外，新一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思路也在逐

步转变，保障房、房产税、土地制度改革等齐头并进，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建立逐步推进。 

3.1.2  2013 年经营情况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62.57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85.32 亿元。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92 亿元，同比增长 15.08%；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2.84 亿元，同

比增长 17.31%。 

（1）房地产开发健康发展 

土地开源取得突破。公司成功竞得大兴魏善庄、房山、延庆沈家营、昌平北七家、朝阳

东坝共 6 块土地，规划建筑面积 108.21 万平方米。成功获得了顺义平各庄项目一级开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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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规划建筑面积 44.89 万平方米。为历年来土地投资最多，在北京获取土地面积最大的一

年。 

做产品能力得到提升。公司的前期工作流程进一步理顺，全案策划全面实施，初步建立

了北京区域产品分级配置标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在项目中引入了全新的集中全热交

换净化新风系统。全面成本控制思路逐步理顺，项目后评估机制有效落实。 

总控计划有序开展。公司在施开发项目包括世华龙樾、海梓府、上河湾、汇景湾等共

12 个，开复工面积和新开面积均为历年之最。新开工程各项前期工作进一步加快，过程控

制进一步加强，通过把控主要节点，及时制定纠偏措施，有效保证了总控计划落实。全年共

23 个栋号获得结构长城杯，成都龙樾湾 3 个栋号均获得成都市优质结构工程。 

销售管理有条不紊。公司以《2013 年抓销售促回款（十二条）实施意见》为指导，以

促销售专项劳动竞赛为载体，通过指标分解、责任落实、季度考核，促进系统内数据交换、

市场信息通报，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签订阶段性销售责任状，进一步加大销售力度，推

动销售工作深入开展。 

融资渠道进一步畅通。获得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30 亿元集团整体授信，同西藏信托签署

了总额为 3 亿元的结构性融资。通过信托和银行累计获得 50 亿元贷款。公司还通过非公开

发行的方式，计划融资 39 亿元，用于世华龙樾、海梓府、上河湾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2）对外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公司进一步优化投资管理，积极调整投资结构，保证投资收益，截止年底，共获得参股

企业现金分红 1.45 亿元。对公司所持北京城建环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北京城建

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股权进行了转让，累计收回股权转让款 1.84 亿元。重点投资企业

稳步发展，对多个环保节能、新材料、金融租赁等项目进行了深入研究。 

（3）商业地产板块步入正轨 

2013 年公司持有的经营性物业经营面积 18 万平方米，实现经营额 1.17 亿元，回款额

8509 万元。商业整合力度不断加大，对外招商力度不断增强。海南三亚红塘湾项目前期工

作有序推进，聘请了专业酒店物业策划公司，完成了总体策划单位招标。成都龙樾湾项目商

业地产的前期调研、商业策划、定位、招商工作有效开展。 

（4）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2013 年是公司的“管理提升年”，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率成为公司上下的共识。

优化了公司战略规划，内控体系逐步增强，计划运营、成本和销售 ERP 系统正式上线，基础

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3.1.3  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对房地产市场的研判、产品市场定位、控制和规避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高，资金筹措与企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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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主营业务分析 

3.1.4.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692,225,491.44 6,683,980,314.36 15.08 

营业成本 4,582,099,503.23 3,454,399,028.97 32.65 

销售费用 232,096,776.50 206,858,081.39 12.20 

管理费用 354,118,925.80 315,246,786.51 12.33 

财务费用 129,110,252.09 46,190,290.90 17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1,083,491.33 1,393,297,626.94 -400.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846,479.16 4,523,421.55 6550.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5,028,986.92 1,294,382,970.03 151.47 

3.1.4.2  收入 

(1)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加 15.08%。报告期房地产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

14.61%，主要是因为结转收入项目规模增加。 

(2)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的营业收入 23,732 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 3.08%。 

3.1.4.3  成本 

(1)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

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金额

较上年同

期变动比

例(%) 

房地产开发 
土地成本、建

安成本等 
4,403,995,588.06 96.11 3,337,156,606.01 96.61 31.97 

物业管理 人工成本等 137,908,035.32 3.01 86,544,039.77 2.51 59.35 

污水处理 
污水处理材

料人工费等 
  11,141,761.93 0.32 -100.00 

拆迁 拆迁成本等 33,909,658.10 0.74 14,470,738.69 0.42 134.33 

房屋租赁 
房屋租赁成

本 
6,286,221.75 0.14 5,085,882.57 0.15 23.60 

合计 
土地成本、建

安成本等 
4,582,099,503.23 100.00 3,454,399,028.97 100 32.65 

 (2) 主要供应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 274,172.14 万元，占全年采购金额的

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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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  费用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232,096,776.50  206,858,081.39  12.20  

管理费用 354,118,925.80  315,246,786.51  12.33  

财务费用 129,110,252.09  46,190,290.90  179.52  

所得税 457,850,132.11  522,605,867.31  -12.39  

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长 179.52%，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借款增加导致公司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3.1.4.5  现金流 

                                                单位：元 

科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比例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81,083,491.33 1,393,297,626.94 -400.09 

报告期公司土地购置支出

大幅度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0,846,479.16 4,523,421.55 6550.86 

报告期公司转让部分公司

股权并取得分红收益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55,028,986.92 1,294,382,970.03 151.47 报告期公司对外借款增加 

 

3.1.5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1.5.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房地产开发 7,385,064,862.85 4,403,995,588.06 40.37 14.61 31.97 
减少 7.84

个百分点 

物业管理 141,693,419.65 137,908,035.32 2.67 23.18 59.35 
减少 22.1

个百分点 

拆迁 31,397,077.02 33,909,658.10 -8.00 17.39 134.33 
减少 53.89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房地产开发 7,385,064,862.85 4,403,995,588.06 40.37 14.61 31.97 
减少 7.8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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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 141,693,419.65 137,908,035.32 2.67 23.18 59.35 
减少 22.1

个百分点 

拆迁 31,397,077.02 33,909,658.10 -8.00 17.39 134.33 
减少 53.89

个百分点 

 

3.1.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 7,231,457,826.24 12.75 

重庆 326,697,533.28 90.09 

 

3.1.6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5,070,473,631.16 13.98 5,686,315,632.41 18.95 -10.83 

预付账款 1,334,130,345.42 3.68 1,542,761,632.02 5.14 -13.52 

存货 24,235,335,395.42 66.84 17,979,040,558.95 59.91 34.80 

长期股权投资 1,783,822,850.43 4.92 1,900,307,696.34 6.33 -6.13 

投资性房地产 2,167,060,549.19 5.98 1,984,392,065.47 6.61 9.21 

固定资产 127,503,231.06 0.35 73,003,920.25 0.24 74.65 

长期借款 9,567,400,000.00 26.39 5,549,800,000.00 15.45 72.39 

应付债券 1,393,765,611.88 3.84 1,390,230,891.11 4.63 0.25 

 

3.1.7  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当期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金额 

投资性房地产 1,984,392,065.47 2,167,060,549.19 182,668,483.72 2,668,430.48 

合计 1,984,392,065.47 2,167,060,549.19 182,668,483.72 2,668,430.48 

 

3.1.8  公司的主要优势分析 

（1）管理优势逐渐显现。公司扎实推进管理提升，坚持优化流程、完善程序，推进管

理手段和管理水平升级，内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房地产板块成效显著，对外投资结构进一

步优化，商业地产步入正轨。公司获得北京市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两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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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效率明显提高。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健全，战略管理进一步优化，业

务流程进一步明确，保证了公司决策的快速高效和经营计划的有效实施。优秀的军旅文化和

学院文化相融合形成的独特企业文化，推动了公司的执行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 

（3）资源优势更加突出。公司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运作能力取得长足进步，在区

域布局、经营规模、多元融资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也使公司在目前持续调控的行业环境

中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 

（4）品牌效应持续增强。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荣获“2013 年中国房地

产开发企业 500 强”第 32名、“2013 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绩效 10 强”第 3 名、“2013

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责任地产 10 强”第 3 名，2013 年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 TOP10，房地

产行业信用评价 AAA 级企业，所属成都公司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3.1.9   投资状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额为 6,250 万元，比上年减少 3,779.2 万元，减少的比例为

37.68%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

的比例(%) 
备       注 

北京城建（海南）地

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5,000 万元投资

设立该公司，占该公司 100%股权。 

三亚樾城投资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 100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1,000 万元投资

设立该公司，占该公司 100%股权。 

北京城建重庆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00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 250 万元增资该

公司，占该公司 100%股权。 

3.1.1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2.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展望 2014 年，公司认为，房地产市场将呈现如下态势： 

一是以市场为决定作用的调控机制将逐步形成。随着新一届政府改革思路由“保增长”

向“调结构”的转变，以及土地、财税制度改革和住房供应体系的稳步推进，房地产的调控

思路也由行政干预性政策逐步向市场调节过渡。 

二是不同城市政策导向差别化继续加剧。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供不应求压力持续，

虽然 2013 年新开项目将增加 2014 年供应，但高地价使得房价上涨压力依然突出。多数二线

城市供需均衡，价格平稳。大多数三四线城市供应充足，价格下行风险增加。 

三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仍在提速。保障性住房建设将进一步提速，以政府为主提供

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将逐步建立，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特别是北京自住型商品房的政策，短期内对房地产开发供应格局将产生巨大影响。 

3.2.2  公司发展战略和 2014 年经营计划 

2014 年，公司要以房地产开发高效化为目标，进一步研究政策、研究市场、研究产品，

树立“时间出效益、运营创利润”的思想，切实提高运营管控能力，强化资源配置能力，拓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 

 9 

展土地获取能力，提升做产品能力，增进成本管控能力，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扩展多渠道融

资能力，升级商业运作能力，增强信心，迎接挑战。贯彻落实公司董事会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经营班子的带头作用，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提升开发能力，推动房地产开发高效化 

大力促进销售。销售工作仍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司项目开发要紧密围绕销售为目

标，提前谋划，加快节奏，快速周转。加强销售管理力度，理顺销售管理流程。严格落实各

项销售指标，制定切实可行的销售及回款时间表。加大开盘前的蓄客力度，抓住推广时机。

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自住型商品房的研究力度，缩短开发周期，加快回款速度。加强营销团

队建设，加大公司品牌和项目品牌整合力度，促进品牌提升。 

增强开发计划性。通过合理有效的把握项目的前期策划、建设、销售、入住节奏，合理

统筹开发计划，加强过程控制，完善项目开发总控计划管理。加快项目进展，海南红塘湾项

目要尽早实现开工，海梓府、上河湾、汇景湾等在手项目要发挥好总承包和监理的作用，贯

彻精品意识，推动产品建造过程的精细化管理。着重抓好徜徉墅、世华龙樾、成都龙樾湾、

重庆龙樾湾、上河湾等有入住计划的项目，提早部署，确保客户如期入住。 

搭建采购平台。进一步强化全过程成本管理理念，及时掌握成本动态。加强目标成本的

管理，加大对购地版、方案版、施工图版等各阶段目标成本的审核、监督、反馈和考核力度。

完善和规范各单位采购操作流程，统一各单位采购清单，逐步搭建起信息化采购平台。构建

起战略供应商体系，逐步推进集中采购。 

深化开发布局。今年拿地依然要按照“7030”的布局来进行，坚持立足北京、辐射一二

线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的房地产布局。增强资源运作能力，除积极参与“招拍挂”拿地之外，

努力拓展通过合作开发、股权收购、协议出让、招标方式等拿地的渠道。进一步加大顺义平

各庄、动感花园等一级开发力度，适时拓展新的一级开发项目，并通过一二级联动获得土地。

积极介入棚户区改造，密切关注集体土地市场。 

升级做产品能力。进一步落实全案策划，提高产品定位的准确性，加强过程管理和监督，

把项目做成适销对路的产品。搭建公司设计研发平台，继续深入开展北京地区住宅产品分级

配置研究，制定不同档次住宅产品配置标准，重在应用和推广。持续进行户型数据库建设，

逐步形成公司特有的产品系列，缩短规划设计时间。坚持项目后评估机制，积累开发经验，

规避实施风险。 

拓展融资渠道。密切跟踪公司再融资申请的审核进程，全力以赴确保 39 亿元非公开发

行股票再融资获得成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时启动公司债发行。进一步加大银行、信

托融资贷款力度。用好政策性住房扶持政策，积极争取政府融资平台支持。坚持统一调配资

金，对资金筹集、调度、重大资金支付审批等环节实行严格监管。 

提升客服理念。强化全过程服务理念，实现客户服务由事后型向事前型的转变。借助外

部评价系统对客户满意度进行测评，制定改进措施，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物业品牌成

为地产品牌的有效延伸，促进公司产业链升级。进一步强化物业的前期介入，在项目规划设

计细化、施工缺陷防范等方面发挥物业公司服务优势。 

（2）优化投资结构，提高对外投资收益。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加强对新能源、

新产业、民生产业的投资力度，推动公司投资实现多元化、跨行业的战略布局；持续关注参

股企业运营情况，继续跟踪国信证券 IPO 进展和锦州银行香港上市进程。 

（3）强化资源整合，提升商业开发能力。加强现有商业的规范管理，推动商业资产升

级，提高运营收益水平。加大商业地产从前期定位到招商、设计跟进、经营一体化运作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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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度，重点推进红塘湾项目和成都商业项目的商业定位。进一步加强市场和信息研究工作，

把握商业地产行业动态，规划公司商业地产发展模式。 

（4）深化管理提升，继续推动管理提升年活动。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管理能力，

适应公司发展的新要求。逐步打造总部业务平台，加强总部与各子公司的联动，建立起业绩

导向机制，形成合力，提高项目运作效率。进一步加强战略规划管理，着手规划公司下一个

五年发展战略。继续推广先进管理手段，借助 ERP管理系统，逐步推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应用。

强化总部管控能力，整合提升管理效率。加强绩效考核管理，推广项目全过程绩效考核机制。 

 

3.2.3  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2014 年，公司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通过股权再融资、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多种融

资渠道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3.3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公司拟以总股数 88,920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4 元（含税），预计支付

红利 39,124.8 万元，每 10 股转增 2 股，预计转增 17,784 万股。此分配预案尚需提请股东

大会批准。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4.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新设2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转让1家子公司、吸收合并1家子公司不再纳入

合并范围。 

 

4.4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