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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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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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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568,526.15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656,852.62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66,382,434.30 元，

减 2016 年公司已实施对股东分配 23,608,800.00 元，2016 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57,685,307.83元。公司拟定：以公司 2016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236,088,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21,76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52,963,547.83元结转至下年度。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7,073,177.02 元，公司拟定：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该预案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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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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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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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71-67197370 

电子信箱 yn600883@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粉磨与销售，水泥品种主要包括普通硅酸盐水泥 52.5级、普

通硅酸盐水泥 42.5级、复合硅酸盐水泥 32.5R级，公司水泥产品主要应用于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农

村民用市场，以及公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自 2010年至本报告期，公司水泥的生产工艺为粉磨站，通过外购熟料和原材料的方式组织水

泥产品的生产。水泥产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和销售半径，属于区域性产品，经营模式有别于日常

消费品，公司在销售区域范围内，采取直销方式为主、经销方式为辅的营销模式，本报告期公司

水泥产品的销售区域范围主要在云南省保山地区当地市场。 

（3）公司所处水泥行业情况 

水泥属于基础原材料行业。水泥行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关联度较高，尤其与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紧密相关，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较为敏感。 

201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4.4万亿元，增长 6.7%；全国水泥产量 24亿吨，同比增长

2.5%；12月份水泥出厂价格较年初上涨 46.5元，涨幅 20%，升至 302.7元，产品价格回升；水泥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8,764 亿元，同比增长 1.2%；实现利润 517.5亿元，同比增长 56%，均扭转近

两年连续下滑局面；固定资产投资降中趋稳，水泥全年完成投资 990亿元，同比下降 8.4%；水泥

行业销售利润率 5.9%，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信息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2016年，云南省水泥产量 10,963 万吨，同比增长 17.8%，增速高于全国 15.3个百分点；全

省水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319亿元，同比增长 17.2%，增速高于全国 16个百分点；全省水泥平均

出厂价格 291元/吨。其中，水泥价格在 2-9月份总体保持平稳后，从 10月份起，因煤炭价格和

运输成本上涨拉动水泥价格迅速上升，四季度水泥月均价格涨幅 7%，全年最低价与最高价之差超

过 20%；实现利润 20.5 亿元；单位水泥平均盈利 18.7 元/吨，同比增长 938.89%；全省建材行业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8 亿元，同比增长 7.9%，低于“十二五”期间平均增速 7.9 个百分点，有效

遏制了水泥等行业投资；水泥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来源：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网

站）。 

公司所处区域水泥产能近几年发展迅猛，从 2009 年至 2014年的短短 6 年，水泥的年度生产

能力从 100 万吨快速发展到近 900 万吨，产能严重过剩，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形成了激烈的市场

竞争格局，部分水泥生产企业出现全面停产或半停产的状况。2016年，公司所处区域水泥产量约

530万吨，同比增长约 11%，增速高于全国约 8.5个百分点、低于全省约 6.8个百分点；完成规模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667.3亿元，增长 33%，增速居全省第二。公司水泥产量 6.03 万吨，同比增长

11.60%，产能利用率约 18.8%，公司水泥平均出厂价格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价格走势与全省基本

一致。公司水泥产品与区域内同行企业相比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市场份额下滑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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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977,114.99 750,375,197.31 750,115,815.34 -5.65 685,635,404.90 

营业收入 13,178,894.55 12,544,578.64 12,544,578.64 5.06 14,844,251.4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227,660.38 73,753,625.85 73,753,625.85 -80.71 -47,806,674.44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7,407,382.78 -11,971,726.47 -11,971,726.47 不适用 -84,105,924.6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47,964,184.85 666,607,804.35 666,607,804.35 -2.80 618,678,725.95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807,459.92 -24,210,792.71 -24,210,792.71 -80.94 -1,506,603.90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 

0.0603 0.3124 0.3124 -80.70 -0.2025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 

0.0603 0.3124 0.3124 -80.70 -0.202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2.16 11.25 11.25 

减少

9.09个

百分点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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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7,463.42 2,683,985.36 1,539,853.02 3,237,59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6,874.97 -1,851,083.72 25,683,475.05 -8,097,85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12,693.70 -2,547,986.68 6,258,043.99 -9,004,74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36,224.79 -32,576,551.91 -4,231,834.78 -762,8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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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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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0 40,500,000 17.15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 
0 27,836,605 11.79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

司 
0 25,190,000 10.67 0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0 15,531,700 6.58 0 无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5,400,000 2.29 0 无  其他 

高荣琪  2,258,874 0.96 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勇军  1,946,848 0.82 0 无  
境内自

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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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000 0.76 0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行业轮

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01,088 0.72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

组合 
 1,600,000 0.68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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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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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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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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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3,178,894.55 元，同比增长 5.06%，主要是水泥销售量增加；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27,660.38 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53,625.85 元，同比下降 80.71%，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影响投资收益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减持新疆众和股份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57.03%，产生的投资收

益比去年同期下降 77.75%，从而影响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3,807,459.92元，同比减少 80.94%，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支付的各项税费



较上年同期增长 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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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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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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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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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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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本公司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

围的子公司共 2户，详见公司 2016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告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主要从事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