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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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6年末股本 976,080,000.00股为基数，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0.70元（含税），拟支付

2016年普通股股利 68,325,600.00 元。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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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

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8号 

电话 0574-87066873 0574-87066661 

电子信箱 licc@jiangong.com.cn veich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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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业为房屋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市政道路桥梁、园林绿化、城市轨道交

通的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的设计、施工及预拌商品混凝土、水泥预制构件等的生产、

销售。 

2、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多年来公司建筑主业形成了以“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为主的目标市场经营策略及总承

包业务和专业分包业务相互配合的横向营销体系。公司通过成功实施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高、

大、精、尖”项目强化精品理念，提升品牌优势，进行品牌经营，巩固深耕宁波本地及周边市场，

拓展外地市场，逐步实现大区域发展。生产经营方面，通常情况下在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签约之后，

在公司各级职能管理部门管控、指导和支持下，由各子、分公司成立工程项目部负责具体项目履

约过程中各项事务（合约、成本、进度、技术、质量、安全等）的策划、实施、管理与综合协调，

完成各项工程任务。 

3、行业情况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推进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大规模的投

资建设增速放缓，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逐步改变，国民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城镇化也进入了“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期，宏观环境的变化对身入其中的建筑业企业提供了新的业务

机会，同时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2015 年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4.65 万亿元，比上年

增长 6.8%，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 6508 亿元，增长 1.6%。

从与建筑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可以从总量方面了解建筑行业的变动情

况。2005年以来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变动情况如下图（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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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4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033,719,613.47 12,229,840,391.01 12,229,840,391.01 6.57 10,368,674,224.60 

营业收入 13,695,796,802.68 13,276,230,505.00 13,276,230,505.00 3.16 13,644,421,864.22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195,386,531.53 191,004,899.58 191,004,899.58 2.29 183,907,431.54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167,215,126.37 164,939,469.59 164,939,469.59 1.38 168,822,980.43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2,441,819,394.69 2,300,556,218.30 2,300,556,218.30 6.14 2,175,478,783.09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399,599,576.88 158,446,288.54 158,446,288.54 152.20 -601,513,688.59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0.2002 0.1957 0.3914 2.3 0.3768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0.2002 0.1957 0.3914 2.3 0.3768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8.15 8.41 8.41 减少0.26

个百分点 

8.6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331,077,853.27 2,915,382,686.96 2,326,842,552.49 5,122,493,70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1,649,128.57 40,067,832.57 40,209,451.06 63,460,1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775,606.91 38,545,239.60 36,669,363.16 51,224,91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6,270,948.53 -75,659,109.22 -175,636,128.36 727,165,7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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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1,6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广天日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92,572,000 383,100,000 39.25 0 质押 266,85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王一丁 12,232,000 24,464,000 2.51 0 质押 8,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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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5,531 13,545,531 1.39 0 未知   未知 

戴曙燕 6,483,800 6,483,800 0.66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一组合 

6,189,236 6,189,236 0.63 0 未知   未知 

孟文华 6,128,868 6,128,868 0.63 0 质押 2,2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徐文卫 3,000,000 6,000,000 0.61 0 质押 5,450,000 境内

自然

人 

莫建军 5,850,000 5,850,000 0.60 0 未知   未知 

翁海勇 2,830,000 5,660,000 0.5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潘信强 2,575,821 5,071,642 0.52 0 无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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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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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信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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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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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30.34 亿元，同比增长 6.57%,所有者权益 25.52 亿元，同比增长

6.1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6.96亿元，同比增长 3.16%；实现净利润 2.05亿元，同比增长 3.9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95亿元，同比增长 2.2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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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6 年 12月 3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规定，

对会计政策做如下调整：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2、自 2016年 5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

“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

较数据不予调整。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额的增

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比较数

据不予调整。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额”、“待

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

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上述会计调整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

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2）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

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

及附加”项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

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 8,627,064.14元，

调减管理费用本年金额 8,627,064.14 元。 

（3）将已确认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

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为销项税

额的增值税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

“其他流动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

项目。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 137,093,979.06

元，调减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137,093,979.06

元。 

（4）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

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

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

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余额从“应交税

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或

“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比较数据不予

调整。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43,298,173.65

元，调增应交税费期末余额 43,298,173.65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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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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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将实际控制的所有分、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新设下

列一家子公司： 

公司名称 设立方式 注册资本 期末实际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温州宁建金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5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 

合并范围具体情况参见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附注“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徐文卫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