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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1789                              公司简称：宁波建工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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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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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建工 60178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长春 陈小辉 

电话 0574-87066873 0574-87066661 

传真 0574-87888090 0574-87888090 

电子信箱 licc@jiangong.com.cn veichxh@163.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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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8,625,005.37 12,229,840,391.01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337,620,651.83 2,300,556,218.30 1.61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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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930,057.75 -240,943,794.99 - 

营业收入 6,246,460,540.23 6,202,854,483.02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1,716,961.14 92,854,912.47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79,320,846.51 71,444,173.26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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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4 4.18 减少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40 0.1903 -5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40 0.1903 -50.60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41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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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9.25 383,100,000 0 质押 244,960,000 

王一丁 境内自

然人 

2.51 24,464,000 0 无   

宁波环球宇斯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05 20,000,000 0 质押 20,00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睿景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9 13,545,531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

合 

未知 1.20 11,689,236 0 未知   

戢晶 未知 0.87 8,538,564 0 未知   

戴曙燕 未知 0.83 8,103,000 0 未知   

孟文华 境内自

然人 

0.63 6,128,868 0 无   

徐文卫 境内自

然人 

0.61 6,000,000 0 无   

翁海勇 境内自

然人 

0.58 5,66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徐文卫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孟文华、王一丁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翁海勇为浙江广天日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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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不适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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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继续探底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及需求收缩，房地产去库存

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公司紧密跟踪，积极应对，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

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效益为中心，以深化改革为驱动，坚持产业结构优化，推进管理模式升级，

推动企业既定战略稳步实施。报告期公司完成向一级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以现金及

宁波建乐建筑装潢 90%股权增资事项，其中公司以现金增资 1.94 亿元，以股权增资 38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建工建乐注册资本变更为 3.38亿元，建乐装潢由公司一级子公司变更为建工建乐控股

的二级子公司，建工建乐作为公司旗下除建工集团、市政集团外的另一个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

其综合业务能力得到显著加强。报告期公司与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关于共同对医疗器械产业相关领域进行投资（含并购）和产业培育的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出资 2000万元（持股 10%）参股设立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旨在寻求在医疗器械

相关领域的业务机会，目前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开展日常经营。上半年公司子公司建工集

团被评为 2015 年度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建工建乐被评为 2015 年度浙江省先进建筑企业、建筑业

诚信企业，建乐装潢被评为 2015年度浙江建筑装饰行业强优企业。 

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 123.49 亿元，所有者权益 24.47亿元，分别比年初增

长了 0.97%和 1.81%。1 至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62.4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0.70%。实现营业利润

1.28亿元，净利润 9827.1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9171.70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 1.81%、3.63%和下降 1.23%。 

业务承接方面，公司深入贯彻实施“进行品牌经营、巩固本地市场，深耕外地市场”的拓展

思路，充分发挥建工集团、市政集团、建工建乐三大总承包业务版块的各自优势，积极参与市场

竞争。报告期共计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园林及装饰装修项目 156 项，承接房建、市政、装饰装修

及相关专业承包业务量 78.95亿元，同比增长 56.46%。其中房建工程承接业务 54.87亿元，占比

69.5%；安装工程承接业务 8.17亿元，占比 10.35%；市政园林工程承接业务 11.34亿元，占比 14.36%；

装饰装修工程承接业务 3.5亿元，占比 4.43%；勘察设计、钢结构及其他业务 1.06亿元，占比 1.36%。

报告期公司在光伏电站 EPC 建设领域业务承接取得较好成绩，上半年承接包括江西新干 20MWp光

伏发电 EPC项目、河南正阳 20MWp光伏发电 EPC项目等工程共计业务量 13.6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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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间公司的技术研发稳步前进，期间公司获 3项发明专利，分别为：《全套管一次性旋切

式清桩装置及其清桩方法》、《地下室应急抗浮结构及其施工方法》《预制双排桩与止水帷幕一体化

基坑支护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另参编 1 项省级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规范》。报告期公司

信息化工作着力于持续推进综合项目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完成材料管理的优化改造，尝

试进行试点，提高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针对建筑业营改增对项目管理的各分子模块

及系统流程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营改增的业务需求。同时开展营改增财务票据管理系统、税务

管理系统的设计开发工作，并与项目管理系统相集成，满足新形势下税务管理工作的要求。 

 

3.1.1 主营业务分析 

3.1.1.1 财务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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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6,460,540.23 6,202,854,483.02 0.70 

营业成本 5,733,658,469.52 5,606,943,643.64 2.26 

销售费用 2,604,720.66 1,840,166.79 41.55 

管理费用 164,838,284.74 142,753,646.24 15.47 

财务费用 84,995,668.03 81,432,279.99 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930,057.75 -240,943,794.99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647,843.97 -29,413,855.63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950,149.73 645,729,162.51 -21.49 

研发支出 3,480,447.38 4,722,487.54 -26.30 

营业税金及附加 92,301,660.33 201,265,509.02 -54.14 

投资收益 2,716,224.41 -742,642.38 465.75 

预付款项 444,435,924.58 328,831,695.35 35.16 

其他流动资产 45,919,210.00 17,532,589.40 161.9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6,300,000.00 86,300,000.00 46.35 

长期应收款 174,245,828.50 60,140,000.00 189.73 

在建工程 64,863,860.73 35,323,620.20 83.6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521,346.67 9,533,183.09 136.24 

预收款项 378,103,077.15 751,261,385.95 -49.67 

资本公积 515,771,014.05 1,003,811,014.05 -48.62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浙江广天构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地铁盾构管片

及管桩销量增加，运费较去年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以及追加

对深圳市融美科技有限公司和新增对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期偿还债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

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变动原因说明:因 2016年 5月 1日起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公司主要税种变为

增值税，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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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市政集团 BT项目建设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工程项目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因 2016年 5月 1日起建筑业营改增后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另外

境外子公司南非安兰证券其他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公司对万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融美

科技有限公司各新增 2000万元投资款所致。 

长期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公司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集团与浙江现代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承建金华经济开发区 330国道改建工程 PC+融资项目 2标,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

已垫付的工程款所致。 

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宁波市政工

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办公楼建设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本公司所属工程项目临时设施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因为甲方预付工程款减少所致。 

资本公积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所致。 

 

3.1.1.2  其他 

3.1.1.2.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3.1.1.2.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1.1.2.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详见前述“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部分。 

3.1.1.2.4 其他 

无。 

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1.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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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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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屋建筑和

土木工程 

3,721,718,369.01 3,447,531,028.06 7.37 -4.61 -2.86 减少 1.67

个百分点 

市政与公用

设施 

1,170,917,290.55 1,092,435,984.03 6.70 20.31 25.09 减少 3.56

个百分点 

安装 507,323,498.20 447,557,101.18 11.78 -11.06 -13.30 增加 2.28

个百分点 

建筑装饰工

程 

404,986,378.32 357,485,999.81 11.73 22.33 19.00 增加 2.47

个百分点 

销售建筑材

料 

314,174,952.05 274,966,540.77 12.48 -5.55 -3.25 减少 2.08

个百分点 

勘察设计 115,609,532.06 104,663,155.22 9.47 29.61 30.31 减少 0.49

个百分点 

其它 3,419,420.28 2,369,930.60 30.69 36.80 25.00 增加 6.54

个百分点 

 

 

3.1.2.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宁波市内 4,785,748,799.69 1.17 

浙江省内（除宁波市） 518,407,185.95 -11.74 

浙江省外 933,993,454.83 5.80 

 

3.1.3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建筑施工及相关业务，目前已形成了以建筑施工、市政工程、装饰

幕墙为核心，涵盖建筑科研、勘察测绘、工程设计、施工、安装、钢结构、商品混凝土、预制构

件等相对完整而紧凑的产业链，各细分产业具有协同发展效应，整体效益日益增强。 

公司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城市园林绿化壹级、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

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桥梁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贰级、混凝土预制构件

专业贰级、附着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贰级、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测绘甲级、地灾评估甲级、建筑

工程设计行业甲级、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其中消防系统除外）专项工程设计甲级、建筑装修及

建筑幕墙专项工程设计甲级等资质。 

宁波建工具有 60 余年的建筑业从业历史，参与了本地区建筑业发展中所有阶段的建设任务，

在长期生产实践和市场竞争中培养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1、区域市场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高，业务基础良好。公司深耕宁波市场几十年，承建了宁波

万豪大酒店、宁波科技广场、丽水财税局办公大楼、宁波商会国贸中心、宁波汇金大厦和东部新

城及南部商务区大量的地标性建筑。公司获得国家建筑业最高奖项"鲁班奖"4项，获评"全国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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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奖状"、"全国先进施工企业"、"浙江省重点骨干企业"等殊荣多次，是宁波市竞争力最强的施

工企业，浙江省综合实力与纳税百强和中国民企 500 强企业。报告期公司或子公司获评 2015年度

全国优秀施工企业、2015 年度浙江省先进建筑企业、2015 年度浙江省建筑业诚信企业、2015 年

度浙江建筑装饰行业强优企业等荣誉称号。 

2、拥有一支勇于开拓、善于学习、素质优良、管理有力的企业团队。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绝大多数业务、技术骨干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在公司生产经营、技术

研发、资本运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产业链完整而紧凑、产业布局优化合理。公司目前已形成从勘察测绘、工程设计、建筑施

工、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制造加工、园林绿化等完整的建筑

业产业链，具备提供全方位建筑服务的能力。目前公司已形成了建工集团、市政集团、建工建乐

三个施工总承包平台，业务拓展机制更为灵活高效，集团管控、战略实施及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

增强。报告期公司以控股子公司建乐装潢 90%股权向全资子公司建工建乐进行增资，本次增资进

一步壮大了建工建乐的工程建造能力，强化了建工建乐平台内部工程施工及装饰装修业务的协同

互补。 

4、技术优势明显。公司设有两个浙江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一大批包括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一级注册结构师等高级技术人员，为生产经营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多年来获得了大量技术研发成果，部分已应用于生产实际。报告期公司

获发明专利 3项，参编省级行业标准 1项。 

 

3.1.4  投资状况分析 

3.1.4.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长期股权投资 259,000,000 元，涉及业务为建筑施工、投资管理、医疗器

械、大数据信息中心等领域，投资明细如下： 

 

被投资 

单位 
主营业务 

报告期投资额 

（元） 

公司(子公

司)持股比

例(%) 

备注 

宁波建工建乐工

程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室内装饰工程、管道

安装工程、市政工程、电力工程、消

防工程的施工。 

194,000,000.00 100.0 增资 

万邦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投资、并购和产

业培育 
20,000,000.00 10.0 出资设立 

上海安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

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25,000,000.00 100.0 增资 

深圳市融美科技

有限公司 

多媒体软件、图像技术、电子工程集

成图的研发；电子产品、电脑软硬件、

网络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维

护及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20,000,000.00 20.0 增资 

合计  259,000,000.00   

 

 

3.1.4.1.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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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1.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3.1.4.2.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2.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2.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1.4.3.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3.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3.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1.4.3.4 其他 

无 

3.1.4.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元）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宁波建工

工程团有

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房

屋和土木工程建

筑业，建筑安装

业，建筑智能化

工程施工，建筑

设备及建筑周转

材料租赁，钢结

构件制作安装。 

1,000,000,000 4,283,956,696.63 1,032,859,951.72 3,233,220,398.06 32,055,161.32 

宁波市政

工程建设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城市建设工程施

工及其他建筑工

程施工、园林工

程、公路工程、

环保工程施工 

300,000,000 4,189,395,721.32 737,144,014.51 1,190,259,357.81 15,794,9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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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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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宁波建工

建乐工程

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室内装饰、

建筑幕墙和塑钢

门窗工程的设

计、施工、咨询 

338,000,000 2,610,694,156.71 563,675,079.09 1,444,102,013.27 30,564,686.65 

浙江广天

构件股份

有限公司 

预拌商品混凝土

生产，水泥预制

构件、钢结构件

的加工、制作 

31,980,000 609,743,985.45 139,978,057.24 182,419,415.64 12,964,666.47 

宁波冶金

勘察设计

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 

勘察、测绘，岩

土工程；地基基

础检测；地质灾

害评估等 

22,000,000 177,033,873.17 95,027,370.46 110,031,004.80 1,192,396.71 

上海雍胜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

等 

50,000,000 63,952,909.10 60,593,368.70 9,556,831.73 1,311,698.07 

宁波市明

州建筑设

计院有限

公司 

建筑工程勘察、

设计、咨询 
3,000,000 18,548,053.86 6,039,146.72 10,308,100.46 885,7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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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文卫 

 

2016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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