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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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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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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75533 （010）82275533 

电子信箱 zhangc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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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8,890,945,949.48 36,256,809,903.56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17,392,234.07 8,531,779,045.07 -2.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4,961,398.28 -7,588,376.9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3,158,231,181.68 2,755,800,105.19 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817,132.11 490,136,649.88 -6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84,111,238.98 474,398,743.49 -6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6.310 
减少 4.12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41 0.4593 -62.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41 0.4593 -62.09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1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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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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 557,136,293 108,895,357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3.43 36,601,149 -3,450,4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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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3.06 32,674,986 3,135,589 0 未知 

中国银行－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2.39 25,471,549 -1,3512,073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

体分红－018L－FH001 沪 
未知 1.20 12,756,241 12,756,2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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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1.07 11,460,490  4,797,152 0 未知 

郝建柱 未知 0.51 5,424,622 5,424,622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 沪 
未知 0.47 4,979,933 556,107 0 未知 

黄力志 未知 0.45 4,805,406 4,805,406 0 未知 

胡正高 未知 0.31 3,286,979 703,726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

量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7,136,293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601,149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2,674,98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471,549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沪 12,756,241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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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0,490  人民币普通股 

郝建柱 5,424,622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4,979,933 人民币普通股 

黄力志 4,805,406 人民币普通股 

胡正高 3,286,97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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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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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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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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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房地产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4 年上半年，虽然政策上未有较大波动，但市场自身调节引发的行业调整已日益明

显。房地产行业整体增速下降，开发投资持续下滑，土地成交量明显萎缩，新开面积大幅降

低，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呈现负增长。下半年，政府的调控措施依然会在总体稳定、

分类调控的原则下，继续倡导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整来化解供求矛盾，持续“微刺激”将是政

府调控的主要策略。在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出台多样化调整

政策的可能性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整还将继续，在目前高库存行情下，房地产企业销售压力

和资金压力将明显上升。但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的逐步复苏，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对于

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公司依然保持谨慎的乐观。 

3.1.2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8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3.17 亿元。报告

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58 亿元，同比增加 14.60%；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86 亿元，同

比减少 62.0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确认收入的项目中政策性住房比例增加所致、商品房

比例减少所致。 

（1）顺应市场变化，提升开发能力 

土地开源协调发展。6 月 11 日，成功竞得青岛项目，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12.69 万平方米，

成为外埠土地拓展的又一成果。顺义平各庄项目完成了全部居民拆迁任务，非住宅拆迁已达

90%。同时，公司密切依托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政策，整合在手一级项目，动感花园项目棚

户区改造对接安置用房已获得区政府核准，望坛项目运作模式由危改土地一级开发变更为棚

户区改造。 

产品品质持续提升。优化“住宅产品分级配置标准”，对设备、车库、外立面、园区和

室内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定期召开设计研发系统会，开展产品创新研究，海梓府项目集

中全热交换净化新风系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售楼处标准化研究进

入第四轮设计方案修改完善阶段。 

总控计划统筹协调。继续强化项目开发总控计划，加强项目建设组织总设计，对在手二

级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通过加强全面检查，改进检查方式，细化检查标准，充分发

挥监理和总承包方的作用，各项目质量、安全、工期均处于受控状态。强化竣工和入住管理，

及时掌控各项目入住情况，坚持早介入、早落实、早协调，做好入住保障工作。 

成本管理控制有效。全过程成本管理理念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目标成本管

理持续加强。采购流程进一步规范，制定了合格供方评价方案，合格供方库开始搭建，成本

数据库建设力度进一步增强。 

房屋销售砥砺前行。持续加大市场和政策研究力度，继续开展“促销售”劳动竞赛。加

强销售管理力度，理顺销售流程，坚持每季度的销售考核。强化营销推广，为促进销售采取

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等新媒体形式推广产品，开展了名家讲座、情景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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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灵活多样的推介活动，持续推广项目和公司品牌。 

融资管理渠道畅通。切实统筹资金使用，保证经营开发资金需求，资金获取力度进一步

加大，截止 6 月 30 日，取得金融机构借款 26.35 亿元，信托资金 13 亿元，总计 39.35 亿元。

偿还借款 10.28 亿元。多渠道融资有所斩获，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 39 亿元。 

（2）优化资产结构，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收益稳步增长。一是强化投资管理。公司转让所持三亚

樾城公司 100%股权工作正在办理工商变更。成都公司股权收购工作完成审计、法律专项尽

职调查。收购北京城建新城公司 100%股权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履行相关审

批程序。二是防范投资风险。对控参股企业强化股权管理，及时掌握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

确保投入资金安全性。三是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对多个环保节能、新材料、小额贷款、金融

租赁等项目进行了深入研究，拟通过对外投资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3）坚持招商先行，优化商业体系 

一是招商工作稳步推进。通过自主招商和代理相结合的方式，引进有实力的租户和有影

响力的连锁品牌，保证租金收益。二是积极推进商业项目前期工作。红塘湾项目正与意向酒

店管理公司洽谈，成都商业项目完成了策划方案和社区商业街定位，项目预招商工作即将启

动。三是进一步规范商业地产管理。定期汇总新签、续签合同资料，及时做好租金收缴工作。 

（4）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今年是公司“管理提升年”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公司坚持抓住重点、有的放矢的原则，

在战略运营管理、项目全过程考核、业务系统管理、信息化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强化提升，各

项基础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3.1.3   下半年经营规划 

下半年，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期。因市场形势而引起的资金压力、销售压力仍将是下半年

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继续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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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运营管控能力，强化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土地获取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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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时间出效益、运营创利润”的思想，顺应市场、提炼内功，贯彻落实公司董事会工作

部署，发挥经营班子带头作用，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1）创新思路，全面提升房地产开发水平 

全力开展销售工作。深入研究政策和市场，新开项目要提前谋划，保障良好的销售势头，

已开项目要深入研究销售不畅的原因，因地制宜调整策略、取得突破。继续开展“促销售”

专项劳动竞赛，理顺销售管理流程，加快销售节奏，加快政策房的销售、回款，尽快实现销

售目标。梳理推广策略和推广渠道，突出对企业品牌和产品品质的宣传。继续强化销售团队

管理，加大对代理公司的综合考核力度。全力以赴、全员营销，确保销售面积、销售金额、

销售回款三项年度指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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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强化开发总控计划。加强和完善项目开发总控计划，推进在手项目开发速度。加强

工程技术、质量、安全、工期管理，充分发挥监理作用，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做好开发建设

组织总设计和工程业务流程的编制和推行，逐步实现项目建设流程化、标准化。严格落实竣

工计划，确保工期目标实现。提前谋划、措施到位，确保全年入住计划顺利实现。 

进一步增强成本管控。持续增强全过程成本管理理念，保障成本管理工作顺畅有序开展。

加大对子公司目标成本审核力度，增强审核准确性，发挥好 ERP 成本管控系统的作用，实

现对目标成本和动态成本的实时、严格监控。继续完善和规范各单位采购操作流程，初步建

立起公司集中招标采购平台。 

适时扩大土地规模。密切关注土地市场变化，控制拿地风险，在土地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下半年力争在北京有所斩获。继续加大外埠重点区域的拓展力度，做好土地市场监控，择机

拿地。继续加大一级开发力度，加快推进望坛棚改项目进展。 

继续提升做产品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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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北京地区住宅产品分级配置标准，完善标准化售楼处方案，梳理现有研发成

果，加大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增强物业和销售前期介入力度。坚持项目后评估机制，累积

开发经验，规避实施风险。 

增强融资能力和资金管理水平。在巩固好银行融资渠道的前提下，加紧同银行以外的其

他金融机构联系，争取政府融资平台支持，探索商业地产融资渠道，为多方筹措资金做准备。

坚持资金统一管理，合理筹划资金使用。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全过程服务理念，全面强化物业服务品质管理，继续强

化物业的前期介入，优化物业公司定位，明确管理规范、管理标准，制定发展规划，实现地

产品牌和物业品牌的有效衔接。 

（2）优化结构，加强投资管理 

持续关注参股企业运营情况，保证公司投资收益。完成三亚樾城公司股权转让，完成成

都公司、新城公司的股权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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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整合资源，规划商业发展模式 

加强商业地产管理，推动商业资产升级，提高运营收益水平。加大商业地产策划定位和

招商力度，重点推进红塘湾项目酒店管理公司选择和谈判工作，做好成都龙樾湾项目商业招

商工作。加强市场和信息研究，把握商业地产行业动态，规划公司商业地产发展模式。 

（4）提升能力，深化管理提升年活动 

进一步强化业务系统建设，发挥总部的指导、监督、协调和服务职能，逐步打造总部业

务平台。继续强化战略管控能力，健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切实提高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巩固和完善项目全过程绩效考核机制。继续强化基础管理工作，保证企业规范运作。 

3.1.4   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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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单位：元）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158,231,181.68 2,755,800,105.19 14.60 

营业成本 2,237,000,101.57 1,667,502,386.34 34.15 

销售费用 95,911,019.85 70,746,063.33 35.57 

管理费用 177,301,340.68 142,750,013.57 24.20 

财务费用 16,843,845.31 41,024,758.61 -58.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84,961,398.28 -7,588,376.9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635,396.00 189,463,175.25 -56.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7,617,410.25 779,567,125.82 172.92 

3.1.5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分行业（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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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销售收入 2,984,013,272.45 2,149,453,633.78 27.97 14.07 35.38 
减少 11.34

个百分点 

物业管理收入 80,013,132.41 78,065,521.43 2.43 5.37 8.53 
减少 2.84个

百分点 

拆迁收入 3,118,609.00 3,156,877.57 -1.23 -61.19 -50.96 
减少 21.12

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 2,770,141,777.32 10.85 

重庆 73,040,736.75 -63.46 

成都 223,962,499.79 21816.28 

3.1.6   核心竞争力分析 

1.战略运营能力继续增强。公司战略管理得到贯彻和落实，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完善，

经营管理思路进一步明确，业务板块进一步优化，形成了商品住宅开发、对外股权投资、商

业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2.企业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公司“管理提升年”活动为企业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总部

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系统管理思路更加科学，项目全过程考核开始实施，运营能力逐步增

强，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3.运营效率显著提高。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了公司决策的快速高效和经营计划的

有效实施。在土地储备、多元化融资、产品结构、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4.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公司荣获“2014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 500 强”、“2014 中国房

地产开发企业稳健经营 10 强”第 2 名、“2014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潜力 10 强”第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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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责任地产 10 强”第 4 名，“2014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

50 强”、“2014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资本运营 5 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等荣誉称号，公

司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 

3.1.7    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股权投资额为 1,70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550.00 万元，减少

的比例为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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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建万科天运

置业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34 

报告期内，公司出

资 1700 万元参与

投资设立该公司 

     2.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7,400,000 4.90 4.90 127,400,000 34,300,000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000 3.33 3.33 260,000,000 13,650,000 

合计 387,400,000 / / 387,400,000 47,950,000 

3.主要子公司 

                                                       单位：万元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城建兴华

地产有限公司 
65,000 100.00% 1,330,795.77 290,231.61 71,125.61 4,427.53 

北京首城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 50.00% 662,688.51 186,724.32 75,308.60 18,316.98 

北京世纪鸿城

置业有限公司 
5,000 100.00% 428,302.11 35,976.79 102,363.39 3,264.37 

 

3.2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预案 

    2014 年 3 月 17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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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106,704 万股。此分配方案已经 2014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实施完成。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

公积金转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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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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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幅度不低于 10%，其中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不

低于 300%，主要原因是三季度部分商品房将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预

计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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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情况说明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告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告合并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4.4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