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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基本指标（1）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基本指标（1）

母公司2009年度财务指标完成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增加额 增长率

资产总计 318,669 308,665 10,004 3.24%

流动资产 117,574 146,133 -28,559 -19.54%

流动负债 34,362 34,507 -145 -0.42%

长期负债 37,500 40,000 -2,500 -6.25%

负债总额 71,862 74,507 -2,645 -3.55%负债总额 71,862 74,507 -2,645 -3.55%

股本总额 143,378 143,378 0 0.00%

股东权益 246,808 234,158 12,650 5.40%股东权益 246,808 234,158 12,650 5.40%

每股净资产 1.72元 1.63元 0.09元 5.61%



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基本指标（2）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基本指标（2）

合并报表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增加额 增长率

资产总计 1,128,975 923,986 204,989 22.19%

流动资产 947,126 807,101 140,025 17.35%

流动负债 448,662 315,991 132,671 41.99%流动负债 448,662 315,991 132,671 41.99%

非流动负债 237,562 184,481 53,081 28.77%

负债总额 686,224 500,472 185,752 37.12%负债总额 686,224 500,472 185,752 37.12%

股本总额 143,378 143,378 0 0.00%

母公司权益 246,431 233,700 12,731 5.45%母公司权益 246,431 233,700 12,731 5.45%

每股净资产 1.72元 1.63元 0.09元 5.44%



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基本指标（3）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基本指标（3）

母公司各项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数 年初数 计算过程

净利润 18582 17236净利润 18582 17236

加权净资产
收益率

7.73% 7.13% 净利润/（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
收益率

流动比率 3.42 4.23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总资产负债
率

22.55% 24.14%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每股净资产 1.72元 1.63元 净资产/股本总额每股净资产 1.72元 1.63元 净资产/股本总额



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万通地产经营情况

万通地产主要财务事项：

1.1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万通地产经营情况

• 根据万通地产2009年年度报告，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46,399.19万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459.10万元。截至2009年12月31
日，公司净资产 298,290.38万元。

•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09年度，公司实现了净利
润274,591,002.43元，年初未分配利润625,724,462.92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11,356,566.79元,扣减本年度实施的2008年度现金分红177,450,000元后，
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711,508,898.56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711,508,898.56元。

• 经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分红派息以2009 年末总股本
101,4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 元（含税），共101,4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1 元（含税），共
计派发股利10,140 万元，占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15%。剩余未分配利
润610,108,898.56 元结转下一年度。

• 经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以2009 年末总股本101,400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2 股，共计转增20,280 万股。



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战略目标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战略目标

明确战略方向：以凯德置地为标杆，做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公司明确战略方向：以凯德置地为标杆，做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公司

先后完成了三个框架性战略研究： 万通实业转型的基础研究

物业公司未来发展定位

万通新创园区开发商务模型

形成了四大业务版块：房地产开发、园区投资、基金管理、资

万通新创园区开发商务模型

形成了四大业务版块：房地产开发、园区投资、基金管理、资
产管理公司各项工作皆围绕公司转型这一核心任务展开



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内部建设完成情况（1）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内部建设完成情况（1）

制度建设
梳理公司管理制度体系、 引入办公室环境5S管理方式、强化OA梳理公司管理制度体系、 引入办公室环境5S管理方式、强化OA
系统建设及使用

品牌建设与传播
重整品牌架构、VI系统；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及展会等增大万
通品牌传播力度通品牌传播力度

企业文化建设
万通历史陈列馆的开放、《万通》季刊的改版及新媒体发布方万通历史陈列馆的开放、《万通》季刊的改版及新媒体发布方
式、《万通全书》2009版的编制印刷



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内部建设完成情况（2）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内部建设完成情况（2）

团队建设
- 现有员工43人，29%具有海外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38%- 现有员工43人，29%具有海外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38%
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 管理团队更年轻、精干、专业、合理

全员培训
- 龙山学校开学，组织常态化的专题培训- 龙山学校开学，组织常态化的专题培训
- 技能拓展、制度宣讲、新员工培训等

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绩效考核体系的完善
- 建立与投资公司相适应的考核体系
- KPI考核、360度考核、半年面谈、梯队建设

引入健康管理



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1）1.2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投资完成情况（1）

基金业务基金业务

与工商联合作,完成对基础设施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

与仲量联行合作,发起美国机会型基金，基金正在募集之中
与MGPA签署合资备忘，已经完成三轮预路演

与嘉实基金、华宝信托等接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筹备
REITS管理公司

建立了投资者数据库

完成了28个重点城市商场、办公、商务园区项目数据库



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2）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投资完成情况（2）

投资业务投资业务

2009年度完成三项投资：2009年度完成三项投资：

纽约中国中心签约

无锡TCL厂区收购与回租

香河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香河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投资完成情况（3）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投资完成情况（3）

资产管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

成立资产管理部，加强对已投资资产的管理成立资产管理部，加强对已投资资产的管理

建立资产管理例会制度

股权类与房产类资产的盘点、整理，资产5.5亿元

万通广场与万通商城资产重组，案值约6-7亿元万通广场与万通商城资产重组，案值约6-7亿元

万通物业管理升级与资产退出准备



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KPI考核结果1.3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KPI考核结果

根据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团队

2009年度KPI完成情况的审计，公司的主要任务指标2009年度KPI完成情况的审计，公司的主要任务指标

已完成。经审计委员会考核和董事会讨论认定得分为

92.54分。92.54分。



1.4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利润结果1.4 公司2009年度经营情况 利润结果

经北京中永恒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北京万通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8582.2万元，每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8582.2万元，每

股净资产1.72元。计划按每股0.06元向股东分派红利

8602.65万元。8602.65万元。



2.1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业务构架

万通地产 51%（住宅商业开发）

2.1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业务构架

万通实业
支柱型业务

开发业务 万通新创 55%（工业园区开发）

万通快车 100%（商务中心）

直接投资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万通物业 100%（物业管理）

万通商城 100%（商场运营）

美国中国中心 100%（全球战略）

战略型/机会型投资战略型/机会型投资

万通基金管理公司 100%（筹建）

盛达置业 27%（一级开发）

主导基金

基金投资业务

参与基金

中城赋比兴基金（GP+LP）

主导基金

基础设施产业基金（GP+LP）



2.2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基金业务2.2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基金业务

主导发起第一只人民币基金主导发起第一只人民币基金

初步策略：初步策略：

- 规 模：10-20亿元（基金规模）

- 投资方向：商务地产 （机会型 + 行业型）- 投资方向：商务地产 （机会型 + 行业型）

- 合作伙伴：能为我们带来融资帮助的合作伙伴

- 种子资金：2-3亿（含基金管理公司启动资金）- 种子资金：2-3亿（含基金管理公司启动资金）

- 预计回报：IRR=18%-25% （Gross）

- 计划时间：2010年三季度



2.3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房地产投资业务2.3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房地产投资业务

加强对上市公司——万通地产的管理加强对上市公司 万通地产的管理

- 通过董事管理重大决策

- 预算、投资等重大事项- 预算、投资等重大事项

- 财务报告等重要信息

人才、项目资源整合人才、项目资源整合

协助万通地产的业务发展

- 协助完成增发- 协助完成增发

- 协助上市公司的商业地产转型（资产注入、基金协同、融资支

持）



2.4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园区开发业务2.4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园区开发业务

扩张战略的清晰化扩张战略的清晰化

- 业务定位及商业计划

- 融资安排- 融资安排

- 组织形式

核心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核心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 运营能力

- 开发能力- 开发能力

- 资本运营能力

进一步投资新项目



2.5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资产管理业务2.5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资产管理业务

资产组合管理策略（Portfolio Management)的目标资产组合管理策略（Portfolio Management)的目标

建立更为系统、客观的评估框架，以衡量所投资的各业务板块的业

绩表现、发展前景绩表现、发展前景

优化投资组合及资源配置

如：整体组合的价值增长（EVA）如：整体组合的价值增长（EVA）

各投资部分的贡献作用（收益、现金、风险）及平衡

实业整体上市的财务目标及资源分配实业整体上市的财务目标及资源分配



2.6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中国中心业务

万通实业

2.6 公司2010年度经营计划 中国中心业务

万通美国INC

万通美国LLC

China Center New 
York LLC

• 会所

万通黑狮LLC 其他业务

• 海外资源整合

VR LLC VP LLC

• 会所
• 会议中心
• 活动中心
• 商务中心
• 办公室

黑狮机会型基金
海外资源整合

19 D公寓 23 E公寓

• 进一步清晰运营计划及财务预算

• 启动概念设计及市场推广

初步组建运营团队

• 商旅服务
• 会员服务
• 旅游服务
• 虚拟办公

中国中

• 初步组建运营团队

• 逐步提高商务中心的运营收益

中国中
心业务

纽约中心 北京中心 伦敦中心 法兰克福
中心



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员工权益维护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 员工权益维护

截止2009年12月31日，万通实业及下属公司员工人数如下表：

公司名称 员工总数（单位：人）公司名称 员工总数（单位：人）

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60（其中190人与万通地产签订劳
动合同，270人与万通地产项目签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动合同，270人与万通地产项目签
订劳动合同）

万通驿馆（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3

天津万通新创工业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13

中国中心纽约有限责任公司 17（含商务中心15人）

北京万通鼎安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21北京万通鼎安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221

北京万通新世界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130

北京万泉花园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2北京万泉花园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2

北京万通广场房地产有限公司 3

合计 1902



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员工权益维护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 员工权益维护

员工雇佣，非歧视
公司一直遵循劳动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公司一直遵循劳动法律法规和规定，依法与员工签订劳

动合同，维护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从员工招聘第一环节
开始就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试用期到签订正式劳动开始就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试用期到签订正式劳动
合同期间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操作执行。

健康与安全健康与安全
关心员工健康，公司在工作环境建设上力求给员工最大

的健康安全保证，将员工的健康检查常规化，聘请专业的的健康安全保证，将员工的健康检查常规化，聘请专业的
健康咨询医生为全体员工提供全面的健康咨询。为了及时
发现员工的一些早期疾病，保障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公
司定期组织员工统一体检，并针对体检结果安排健康讲座司定期组织员工统一体检，并针对体检结果安排健康讲座
和专家的现场答疑。



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员工权益维护3.1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 员工权益维护

教育与培训
为了使员工更好的理解并融入万通文化、促进员工与企为了使员工更好的理解并融入万通文化、促进员工与企

业共同成长，公司成立企业学校，建立集中有效的培训机
制，确立人才培养的长期目标，为企业培养主人翁人才。制，确立人才培养的长期目标，为企业培养主人翁人才。

关心工作外的细节，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
公司提倡建立人性化企业，力争成为每位员工的另一个公司提倡建立人性化企业，力争成为每位员工的另一个

家。不断努力丰富员工精神文化生活，如在每季度末的新
员工培训后都会为季度内过生日的员工举办员工生日会；员工培训后都会为季度内过生日的员工举办员工生日会；
定期为员工组织各类体育活动项目；在每年年末公司都会
举办包括年会及登长城观新年曙光在内的增强团队凝聚力
的各种文娱活动。的各种文娱活动。



3.2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社会公益事业3.2 公司2009年度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情况 社会公益事业

公司一直致力于关注弱势群体以及各种环保工作，旗公司一直致力于关注弱势群体以及各种环保工作，旗
下的万通公益基金会与多家公益组织合作实施了多次公益
活动，公司对于各种公益活动总是予以全力支持。海地地
震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震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
除以公司名义的捐款外，每位员工都不约而同的在短时间
内通过公司为灾区提供了捐助。内通过公司为灾区提供了捐助。

万通实业一直相信，对于公益事业的支持、企业社会
责任的体现不能局限于物质、经济层面，更要全方位的参责任的体现不能局限于物质、经济层面，更要全方位的参
与其中。在2009年10月18日的“ 2009自然之友‘减垃圾’
马拉松行动 ”与2010年1月30日的“再生资源回收日”活
动中，万通实业员工作为活动的志愿者亲自参与其中。动中，万通实业员工作为活动的志愿者亲自参与其中。



4. 关于2009年股东大会和股东及股权事务4. 关于2009年股东大会和股东及股权事务

成功召开08年度股东大会、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累计共审议完成13项
议案并形成决议。审议通过因股权转让和股东名称变更而修改股东名
册的决议，为股东股权情况变更办理工商备案手续。

为股东办理更换股权证手续30余项，分红派息170余项，完成股权转
让及变更手续近40项。

接待大量股东来访、来电、来函，解答股东咨询；协助股东办理股权
质押、抵押、挂牌、评估、股东更名、股权证挂失等诸多手续；协助质押、抵押、挂牌、评估、股东更名、股权证挂失等诸多手续；协助
法院办理股权冻结、解冻等手续；根据不同情况为股东单位提供适当
的股权处置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配合股东
了解公司情况。了解公司情况。



5. 关于2009年董事会5. 关于2009年董事会

本年度召开了3次董事会，先后审议了19项议案，形成13项决议，其
中13项议案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并且全部获得通过；另外完成10项董
事会传签决议，通报4项工作完成情况，组织2次专家培训。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董事勤勉尽职，充分发挥了应有作用，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全体董事勤勉尽职，充分发挥了应有作用，使
董事会的各项工作更加务实，有效。

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工作条例》，本公司严格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工作条例》，
按期召开董事会，准备充分、程序规范，并加强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
与反馈。

2009年上半年编写并完成2008年公司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