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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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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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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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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博闻科技 60088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杨庆宏 

电话 0871-67197370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

806室 

电子信箱 yn600883@163.co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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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880,474.58 707,977,114.99 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74,494,073.89 647,964,184.85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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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7,494.07 -38,812,776.70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537,176.46 8,401,448.78 4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0,603,251.45 -3,357,958.6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293,796.36 -4,660,680.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0198 -0.5252 增加6.54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20 -0.014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20 -0.0142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6,58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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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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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15 40,500,000 0 无 

  

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1.79 27,836,605 0 无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0.67 25,190,000 0 无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6.58 15,531,7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3.04 7,185,87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9 3,279,821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其他 0.97 2,301,618 0 无   

高荣琪 
境内自

然人 
0.91 2,138,474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创金合信沪港深研究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1,898,556 0 无 

  

徐勇军 
境内自

然人 
0.8 1,885,64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

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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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区域水泥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没有根本缓解，供给结构仍待优化，行业回

升势头仍不稳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行业产能利用率偏低，水泥企业间竞争激烈；随着国家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深入，进一步加大水泥“去产能”力度，水泥产能总体趋于稳定；同时公

司所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水泥市场需求保持增长，水泥价格稳中有升；由于公司

水泥生产工艺和运营模式的现状，营业成本控制难度较大，水泥综合毛利率 8.69%，同比上升 23.55

个百分点。上半年，公司认真贯彻执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

带来的影响，认真组织实施年初制订的生产经营计划，努力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各种风险和困难。

同时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管理，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和运行，不断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

运作水平，公司保持平稳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水泥销售收入，投资收益对公司当期整体经营业绩影响

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37,176.46 元，同比增长 49.23%，主要是水泥销售价格比去



年同期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03,251.45 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357,958.69 元，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影响投资收益同比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412,200 股，实现投资收益 35,085,445.10 元，去年同期无此类事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9,277,494.07 元，同比增长 76.10%，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减

少 75.14%。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6 年 12 月 3 日，财政部颁布《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根据该《规定》，

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处理。 

2、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及影响 

公司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

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照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调整计入“税金

及附加”。 

同时对比较信息进行了调整，该项调整增加“税金及附加”2015 年度金额 82,146.81 元，减少

“管理费用”2015 年度金额 82,146.81 元，调整增加“其他流动资产”2016 年年初余额 259,381.97

元，增加“应交税费”2016 年年初余额 259,381.97 元。 

3、决策程序及披露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6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的《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刘志波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25日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