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2016 年 08 月 18 日 

 

（股份代號：0588） 

北京北辰公佈 2016 年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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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物業銷售大幅增長 成功躋身房地產百強行列 

  品牌擴張再添佳績 投資物業經營持續提升 

 

 

(2016 年 08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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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之中期業績。 

 

2016年上半年，因可供結算產品增加，公司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439,647.9萬元，同比上升 35.30%。

受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較去年大幅上升的影響，公司除稅前利潤和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分

別上升 18.42%和 30.37%，為人民幣 89,193.2 萬元和人民幣 55,829.0 萬元，其中，公司稅後主營

財務及業務摘要 

 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439,647.9 萬元，同比上升 35.30% 

 實現除稅前利潤為人民幣 89,193.2 萬元，同比上升 18.42% 

 主營業務核心經營業績（稅後）為人民幣 46,771.0 萬元，同比上升 5.03 % 

 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爲人民幣 55,829.0 萬元，同比上升 30.37 % 

 每股溢利為人民幣 0.17 元，同比上升 30.37 % 

 發展物業累計實現銷售金額人民幣 94.1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了 350%,并成功躋身房

地產銷售百強行列 

 南京北辰旭輝鉑悅•金陵項目、蘇州北辰旭輝壹號院項目、武漢北辰當代優+項目出

現推盤即售罄的熱賣場面，分別實現合同金額人民幣 11.8 億元、12.6 億元、6.4 億

元 

 北辰三角洲項目實現銷售面積 30.6 萬平方米，合同金額人民幣 27.6 億元，蟬聯長沙

樓市單盤銷售金額和銷售面積的雙項冠軍 

 低成本擴張全國化布局基本形成，截至七月末，公司新增 8 宗共計 188 萬平方米的

土地儲備 

 品牌擴張再添佳绩，借助人氣不斷積蓄的「北辰會展集團」影響力，公司持續推進

會議場館和酒店的管理輸出工作，报告期内成功签约 5 个顾问咨询或委托管理项目 



 

 
 

業務核心經營業績（不含公平值變化收益）為人民幣 46,771.0 萬元，同比上升 5.03%。本期投

資物業公平值變動收益（稅後）為人民幣 9,058.0 萬元。每股溢利為人民幣 0.17 元，較同期上

升 30.37%。 

 

回顧 2016 年上半年，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公司深入分析市場變化形勢，準確把握市場

發展機遇，緊緊圍繞低成本擴張、品牌擴張和資本擴張三大戰略，不斷融入新的經營理念和新

的發展模式，公司經營水平持續提升。 

 

發展物業方面，公司緊抓房地產市場回暖機遇，通過開展靈活的、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積極

推進項目的開盤入市，銷售業績同比大幅增長累計實現銷售金額人民幣 94.1 億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了 350%，並成功躋身「中國房地產企業銷售 TOP100」的行列。報告期內，推盤項目持續

熱銷，其中南京北辰旭輝鉑悅•金陵項目、蘇州北辰旭輝壹號院項目、武漢北辰當代優+項目更

是出現開盤即售罄的熱賣場面，分別實現合同金額人民幣 11.8 億元、12.6 億元、6.4 億元。北

辰三角洲作為长沙最具影響力的城市綜合體，報告期內實現銷售面積 30.6 萬平方米，合同金額

人民幣 27.6 億元，蟬聯長沙樓市單盤銷售金額和銷售面積的雙項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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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動性強的業態綜合優勢和地處亞奧核心區域的地理優勢，通過優化經營理念、提

質增效等措施，不斷增強現有持有型資產的运营效率和抗風險能力，經營呈現諸多亮點。其中，

國家會議中心和北京國際會議中心作為北辰會展功能區的核心，報告期內共接待了 896 個會議

和展覽，較去年同期增長 30 個。在品牌擴張方面，借助人氣不斷積蓄的「北辰會展集團」影

響力，公司持續推進會議場館和酒店的管理輸出工作。成功簽約江西鴻偉五洲皇冠酒店項目的

受託管理和海南國際熱帶農業會展中心、石家莊國際展覽中心等 4 個項目的前期顧問諮詢，並

逐步形成了工程顧問、採購顧問、運營顧問等多個細分諮詢品牌的精細化管理，實現了受託管

理的會議場館和酒店向全國化、多城市延伸擴展的輸出佈局。在會展上游產業拓展方面，成功

主辦了「第三屆京交會會展板塊主題論壇--會展亦移動」，並協助承辦了「2016GMIC 全球移動

互聯網大會」等一系列大型會議展覽。2016 年上半年，受現有項目經營提升及新項目經營爬坡

的帶動，投資物業（含酒店）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119,839.3 萬元，同比上升 9.92%，在不考慮

利息費用分攤的情況下，實現除稅前利潤人民幣 40,107.6 萬元，同比上升 18.87%。本期評估值

為人民幣 12,077.3 萬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4,353.6 萬元。 

  

商業物業方面，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公司繼續加大商品品類組合的優化工作，逐步探索業務

服務創新模式，在加強互聯網理念的同時，強化客戶服務體驗，不斷提升營銷精准度和資產運

營能力。 

  

2016 年上半年，公司緊抓資金市場有利環境和資本市場機遇，持續優化資本結構，公司以較低

利率 4.48%完成了非公開發行 2016 年公司債券（第一期）人民幣 15 億元的發行工作，進一步



 

 
 

降低了公司有息負債的綜合成本。公司借助「總部融資」平台，積極開展銀行融資、公募債、

私募債、信託等多種融資方式，不斷優化公司債務結構，實現融資渠道多元化。 

 

展望未來，就房地産市場而言，隨著城市間分化格局日益顯著，「分類調控、因地施策」的將

成為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宏觀調控的主基調。從短期來看，一二線熱點城市限制性政策效應將逐

步顯現，以穩定市場預期，但三四線等庫存較高的城市預計仍將繼續保持相對寬鬆的調控政策。

從中長期來看，隨著人口城鎮化佈局的推進、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宏觀調控長效機制的確立，

房地產市場供需更趨良性，將為房地產行業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就投資物業（含酒店）

而言，在國務院相繼發佈《關於進一步促進展覽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國務院服務貿易發

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等推動我國會展業專業化、國際化、品牌化改革發展措施的指引下，加

快會展與互聯網、大數據等新經濟、新技術的融合，為會展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  

 

發展物業方面，公司將繼續秉持積極謹慎的拿地原則，在持續深耕已進入城市的同時，有序增

加新進入城市的數量，加快實現公司全國化擴張的戰略佈局。同時，公司將更加注重分類調控、

因城施策的政策影響，抓住當前市場有利形勢，繼續加速項目周轉，加大推盤與銷售力度。 投

資物業（含酒店）方面，公司將在做優做精現有物業、努力提升資產運營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

全力做好 G20 峰會、ISO 大會、首屆冬博會等重大活動的接待服務。創新業務方面，公司將以

北辰會展集團為依託，通過北辰會展集團旗下 6 家實體公司，持續推進實施「加快會展、酒店

的品牌經營和管理輸出」、「挺進會展研發、教育、培訓與行業交流」、「實現會展+互聯網經濟

的融合發展」和「開拓會議展覽的主辦及承辦」4 大業務體系，並積極探索健康養老產業、文

化創意產業培育業務，促進公司重資產投資性業務和輕資產服務性業務並重發展。 

 

對此，董事長賀江川先生對北辰的發展充滿信心，並總結道：「未來，公司將把創新作為引領

發展的第一動力，繼續深化實施低成本擴張、品牌擴張和資本擴張三大戰略，堅定地沿著「低

成本擴張、輕資產運營、新經濟支撐、高端服務業發展」的總體發展方向，全面提升公司發展

的速度和規模、質量和效益，不斷增強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努力創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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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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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光谷創意天空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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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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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鴻偉五洲皇冠酒店、

海南國際熱帶農業會展中心、石家莊國際展覽中心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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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皓天財經集團有限公司  

黃善謙 / 王 禹/ 胡 婷 

電話：(852) 3970 2238 / (852) 3970 2187/ (852) 3757 4716 

傳真：(852) 2598 1588  

電郵：alicewong@wsfg.hk / arianwang@wsfg.hk /joyhu@wsf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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