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2016 年 03 月 31 日 

 

 

北京北辰公佈二零一五年全年業績 

******************** 

 

低成本擴張再獲突破，房地産開發全國化布局業已形成   

品牌擴張再添碩果，北辰會展集團應勢而生 

多元化融資再創佳績  公司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提升 

 

(2016 年 03 月 31 日—香港)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或「公司」）

（港交所股份代號：0588，上交所股份代號：601588）欣然宣佈截至 2015 年 12

財務及業務摘要 

 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718,597萬元，同比上升 15.3% 

 實現除稅前利潤爲人民幣 134,515萬元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利潤人民幣 76,068.7萬元 

 稅後主營業務核心經營業績（不含公平值变化收益）為人民幣 74,387萬元，

同比上升 12.9% 

 稅後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為人民幣 1,682萬元 

 每股溢利為人民幣 0.2259元 

 长沙北辰三角洲實現銷售面積及合同金額分別爲 31.6萬平方米和人民幣 31.1

億元，单体项目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均位列二零一五年长沙商品住宅项目第

一名，并连续三年成为长沙楼市销售冠军 

 低成本扩张再获突破，房地产开发全国化布局业已形成，2015年公司新增 12

宗共計 211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 

 品牌扩张再添硕果，其中，成功签约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其作为 2016年 G20

峰会的主会场，北辰会展接待服务高规格外事国务活动的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彰

显 

 北辰会展集团应勢而生，使公司在“低成本扩张、轻资产运营、新经济支撑、

高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公司适应中国经济新常

态和谋划企业发展新格局的创新应变之举 



 

 
 

月 31 日止之全年業績。 

 

二零一五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718,597.3 萬元，同比上升 15.3%。受投

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較去年下降的影響，公司除稅前利潤和本公司所有者應占

利潤分別下降 14.3%和 2.5%，為人民幣 134,515.0 萬元和人民幣 76,068.7 萬元。

公司稅後主營業務核心經營業績（不含公平值變化收益）爲人民幣 74,387.2萬

元，同比上升 12.9%。本期投資物業公平值稅後變動收益為人民幣 1,681.5 萬元。

每股溢利為人民幣 0.2259元，較同期下降 2.5%。 

 

回顧二零一五年全年業績，北辰董事長賀江川先生表示：“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

國內環境，公司繼續堅持重資産投資業務與輕資産服務業務並重的策略，積極推

進低成本擴張、品牌擴張、資本擴張三大戰略的實施，不斷探索創新發展之路，

低成本擴張再獲突破，房地産開發全國化佈局業已形成，品牌擴張再添碩果，北

辰會展集團應勢而生，多元化融資再創佳績，公司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不斷提升。” 

 

發展物業方面，公司緊抓市場回暖機遇，著力提高項目開發周轉速度，創新銷售

模式和推廣方式，力促重點項目銷售。報告期內，北京區域重點項目北辰香麓實

現合同銷售金額人民幣 8.3 億元（共計 226 套）。當代北辰•悅 MOMA 項目成功

試水項目衆籌，實現 693 套自住房開盤當日全部售罄，合同金額達到 12.3 億元。

南方區域重點項目北辰三角洲作爲長沙最具影響力城市綜合體，報告期內實現銷

售面積及合同金額分別爲 31.6 萬平方米和人民幣 31.1 億元，單體項目的銷售面

積和銷售金額均位列二零一五年長沙商品住宅項目第一名，並連續三年成爲長沙

樓市銷售冠軍；位于長沙市城南的北辰中央公園項目通過引入優質教育資源，提

升項目附加值，報告期內實現合同金額人民幣 4.7 億元（589 套）；武漢北辰當代

優+項目和杭州北辰奧園項目，通過事件營銷，成功實現項目快銷、熱銷，開盤

當日均實現簽約過百套的銷售佳績。 

 

投資物業（含酒店）方面，公司積極把握新經濟、新常態下市場發展機遇，充分

利用投資物業（含酒店）業態豐富、聯動性強的優勢，經營呈現諸多亮點：國家

會議中心和北京國際會議中心作爲北京會展功能區的核心，報告期內共計接待了

1754 個會議和 90 個展覽。國家會議中心積極嘗試培育和拓展會展上游業務，成

功主辦了自主品牌項目“2015 高端學術會議發展論壇暨展洽會”、“2015 全球

移動互聯網大會－移動互聯＋會展分論壇”及“第二届高端學術會議發展論壇”

等一系列大型會議，實現了踐行會展業全産業鏈擴張的良好開局。同時，公司持

續推進會議場館和酒店的管理輸出工作，2015 年，公司成功簽約了杭州國際博

覽中心、寧夏國際會堂項目、山東泓任五洲皇冠酒店等項目的受托經營管理。目



 

 
 

前累計已簽約的顧問諮詢及受托經營的會展與酒店項目達到 15 個，累計實現受

托經營管理建築面積約 151 萬平方米。其中，簽約 2016 年 G20 峰會主會場——

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則是公司繼 2014 年接待服務 APEC 之後，將再次接待重大

綜合性國際活動，進一步彰顯北辰會展接待服務高規格外事國務活動的能力，將

成爲北辰會展新的里程碑。此外，公司整合優質資源，加碼會展産業布局，北辰

會展集團應勢而生，使公司在“低成本擴張、輕資産運營、新經濟支撑、高端服

務業發展”的戰略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成爲公司適應中國經濟新常態和謀劃

企業發展新格局的創新應變之舉。寫字樓業態、酒店業態和公寓業態進一步優化

客戶結構的力度，出租率和租金水平保持較高水平。報告期內，投資物業（含酒

店）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232,202萬元，同比上升 9.9%，在不考慮利息費用分

攤的情况下，實現除稅前利潤人民幣 68,027萬元，同比上升 22.4%。 

 

商業物業方面，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深入研判市場消費需求變化，積極創

新營銷推廣方式，利用移動互聯網絡平台，開展全渠道營銷模式的初步探索，迎

合顧客多樣化消費需求。2015 年，商業物業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23,212 萬元。 

 

2015 年，公司緊抓資金市場有利環境和資本市場機遇，優化資本結構和負債期

限，大力拓展直接融資渠道。其中，公司抓住市場有利時機，準確把握發行窗口，

于 2015 年初發行的 25 億元公司債券，票面利率大幅低于當時的央行同期限貸款

基準利率。 

 

展望未來，就房地産市場而言，受 2015 年多重利好政策的影響，房地産市場逐

漸回暖，雖然部分城市庫存壓力較大，部分城市可能面臨市場政策微調，但市場

整體仍將呈現平穩健康發展態勢；就投資物業（含酒店）而言，隨著國家《關于

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提出，以及在北京市優化經濟發展結

構和大力發展服務業的背景下，將不斷加快産業轉型升級，助推會展行業高速發

展，同時帶動酒店、寫字樓、公寓市場的協同發展，進而對公司的投資物業（含

酒店）的經營產生積極影響。 

 

發展物業方面，公司將加大庫存去化力度，並在努力實現開發高質量、産品高銷

量和資金高周轉的同時，加速完善重點城市區域布局，擇機繼續增加優質土地儲

備。2016 年公司力爭實現銷售 90 萬平方米，簽訂合同金額（含車位）人民幣 118

億元，銷售目標分別較 2015 年上漲 47.5%和 60.8%。投資物業（含酒店）方面，

繼續以市場爲導向，深挖各板塊經營潜力，在進一步提升資産收益水平的同時，

以北辰會展集團的成立爲契機，在物業經營向産業運營的轉變過程中深度挖掘圍

繞各類需求所衍生的服務經濟發展機遇，推動公司重資産投資性業務和輕資産服

務性業務並重發展。 



 

 
 

 

對此，賀先生對北辰的發展充滿信心，幷總結道：“未來，公司將充分發揮開拓

創新精神，加快新經濟、新業務與公司傳統業務的融合，進一步圍繞低成本擴張、

品牌擴張和資本擴張三大戰略，沿著‘輕資産運行、新經濟支撑、低成本擴張、

高端服務業發展’的發展方向，努力創建全國一流的複合地産品牌企業和全國最

具影響力的會展品牌企業”。 

 

~完~ 



 

 
 

關於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4 月 2 日由北京北辰實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獨家發起設立，同年 5 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2006 年 10 月在上海證券

交易所成功發行 A 股並上市。 

 

公司註冊總股本為 336,702 萬股，其中 A 股為 266,000 萬股，占總股本的 79.002%，

H 股 70,702 萬股，占總股本的 20.998%。 

 

公司主營業務包括發展物業、投資物業（含酒店）及商業物業。 

 

發展物業以“立足北京、拓展京外”為方針，開發產品包括住宅、公寓、別墅、

寫字樓、商業在內的多元化、多檔次的物業開發和銷售。目前主要開發項目有：

北辰綠色家園、碧海方舟、北辰紅橡墅、北辰香麓、北辰福第、北辰•墅院 1900、

當代北辰•悅 MOMA、北辰三角洲、北辰中央公園、北辰當代優+、北辰奧園、

杭州順發旭輝國悅府一期、杭州順發旭輝國悅府二期、北辰•朗詩南門綠郡、蘇

州•北辰旭輝壹號院、北辰旭輝鉑悅•金陵、成都大源項目、廊坊龍河新區項目、

合肥廬陽區項目、武漢光穀創意天空項目。 

 

公司持有並經營的物業包括會展、酒店、寫字樓、公寓和購物中心業態，面積逾

127 萬平方米，其中 120 萬平方米均位於北京亞奧核心區。經營項目主要為國家

會議中心、北京國際會議中心、北辰洲際酒店、北辰五洲皇冠國際酒店、北辰五

洲大酒店、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北辰匯賓大廈、北辰匯欣大廈、北辰時代大廈、

北辰世紀中心、北辰匯園酒店公寓、北辰購物中心亞運村店、北辰購物中心北苑

店等，京外項目為長沙北辰洲際酒店。 

 

此外，公司近兩年來持續拓展會展品牌輸出工作，並於 2015 年末通過整合公司

旗下會展、酒店、資訊服務等產業資源，成立了北辰會展集團，為公司會展產業

發展搭建了堅實的平臺和完善的架構，更為公司會展經濟與新經濟、新業務、新

技術的高度融合與創新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計簽約包括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南昌國際會展中心及酒店、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北京

靜之湖皇冠之星度假酒店、寧夏國際會堂、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及酒店、連雲港徐

圩新區會展中心及酒店、武漢世貿中心、西藏林芝酒店、三亞財經論壇會議中心

及酒店等 15 個會展及酒店的受託管理和顧問諮詢專案。 

 

公司秉承追求股東價值最大化的一貫原則和“創造物業價值，築就百年基業”的

歷史使命，不斷致力於打造全國一流的複合地產品牌企業和全國最具影響力的會



 

 
 

展品牌企業。 

 

 

 

 

本新聞稿由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代表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佈。 

 

詳情垂詢： 

 

北京北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胡浩先生 / 鄭瑞京先生 

電話：(86)10 6499 1277 / (86)10 6499 3325 

傳真：(86)10 6499 1352 

電郵：admin@beijingns.com.cn 

 

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  

王文文 / 胡 婷 

電話：(852) 3970 2182/ (852) 3970 2276 

傳真：(852) 2565 1638  

電郵：wendywang@wsfg.hk / joyhu@wsf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