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代码：600883

公司简称：博闻科技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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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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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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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9,299,037.32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929,903.7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54,296,921.89 元，
减 2017 年公司已实施对股东分配 4,721,760.00 元，2017 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75,944,295.48 元。公司拟定：以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36,088,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443,52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66,500,775.48 元结转至下年度。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10,301,4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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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2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简称
博闻科技

股票代码
600883

董事会秘书
杨庆宏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806室
0871-67197370
yn600883@163.com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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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827,122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41,2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7.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 年，全国建材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增
长，价格水平大幅回升，经济效益明显好转。但是产能过剩矛盾没有根本解决，行业运行存在下
行风险，需求增长乏力，建材行业投资出现了首度负增长，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外部约束日益趋
紧。2017 年，全国水泥产量 23.2 亿吨，同比微降 0.2%；建材产品均价同比上涨 8.2%，扭转连续
两年下降趋势。其中水泥价格涨幅明显，12 月当月水泥出厂均价 384 元/吨，同比上涨 26%；建材
行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实现利润 5,173 亿元，同比增长 17%；销售利
润率 6.9%，高于整个工业 0.4 个百分点。水泥行业营收攀上高位达 9,150 亿元，同比增长 18%；
利润 877 亿元，同比增长 94%。2017 年全国建材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5 万亿元，同比首次出
现下降 1.7%（数据来源：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
2017 年，云南省生产总值 16,531.34 亿元，同比增长 9.5%；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 18,474.89
亿元，同比增长 18.0%（数据来源：云南省统计局网站）
。2017 年，全省生产水泥 11,293 万吨，
同比增长 3%；全省水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455 亿元，同比增长 42.6%；实现利润 34.52 元，增长
68.4%；全省水泥平均出厂价格 324 元/吨，增长 18.1%。其中，42.5 水泥价格 332 元/吨，增长
15.7%；52.5 水泥价格 385 元/吨,增长 8.7%；32.5R 水泥价格 312 元/吨，增长 20.4%；32.5 水泥
价格 300 元/吨，增长 18.4%（数据来源：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网站）
。
2017 年，保山市实现生产总值 678.9 亿元，同比增长 11%，固定资产投资 881.8 亿元，同比
增长 32.1%（数据来源：市政府网站）
。公司所处区域水泥的年度生产能力近 900 万吨，产能严重
过剩，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深入，
“去产能”效果明显，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水泥供给总体趋于稳定，同时公司所处区域固
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带动水泥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水泥产品价格稳中有升，但平均出厂价
格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7 年，公司所处区域生产水泥 583.96 万吨，同比增长 10.7%，增速高
于全国 10.9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7.7 个百分点。全年公司生产水泥 10.06 万吨，同比增长 66.80%，
产能利用率约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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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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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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707,291,283.05
27,262,222.69

707,977,114.99
13,178,894.55

707,977,114.99
13,178,894.55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0.10
106.86

27,299,161.00

14,227,660.38

14,227,660.38

91.87

70,712,083.05

73,753,625.85

-4,259,713.96

-7,407,382.78

-7,407,382.78

不适用

-15,013,269.27

-11,971,726.47

660,751,052.09

644,199,311.58

647,964,184.85

2.57

662,842,931.08

666,607,804.35

-19,241,576.93

-43,807,459.92

-43,807,459.92

不适用

-24,210,792.71

-24,210,792.71

0.1156

0.0603

0.0603

91.71

0.2995

0.3124

0.1156

0.0603

0.0603

91.71

0.2995

0.3124

4.20

2.16

2.16

增加
2.04个
百分点

10.81

11.25

2016年
2017年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
产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
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
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
益率（%
）

2015年
调整后

调整前

750,375,197.31
12,544,578.64

750,375,197.31
12,544,578.6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 属 于 上市 公 司股 东 的
净利润
归 属 于 上市 公 司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常 性 损益 后 的
净利润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7-9 月份）
（10-12 月份）
3,544,230.18
11,180,816.05

第一季度
（1-3 月份）
5,572,466.04

第二季度
（4-6 月份）
6,964,710.42

38,557,796.26

2,045,455.19

2,924,371.09

-16,228,461.54

11,094,058.10

199,738.26

4,648,790.90

-20,202,312.09

经 营 活 动产 生 的现 金 流
2,526,766.15
量净额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11,804,260.22

-5,319,712.21

-4,644,3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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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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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有
股东名称
报告期 期末持股数 比例
限售条
（全称）
内增减
量
(%)
件的股
份数量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限
公司
云南传奇投资有限公司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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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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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育豹
高荣琪

14,585
14,775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数量
状态

股东
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

40,500,000

17.15

0

无

0

0

27,836,605

11.79

0

无

0

0

25,190,000

10.67

0

无

0

0

15,531,700

6.58

0

无

0

国有法人

7,059,170

2.99

0

无

0

其他

3,181,521

1.35

0

无

0

其他

2,113,428

0.9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1,635,456

0.69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1,552,200
0.6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1,488,140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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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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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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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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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62,222.69 元，同比增长 106.86 %，主要是水泥销售量和销售价
格比去年同期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299,161.00 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227,660.38 元，同比增长 91.87%，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影响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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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 33,806,941.88 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34.73%；
（二）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为 10,388,688.7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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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
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实施。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了
财会[2017]15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
实施。2017 年 12 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30 号《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
，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对相关科目进行修订。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需对
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规定的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及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公司根据上述准则调整了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
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5 月修订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财会
〔2017〕
15 号）新增其他收益科目，采用未来适用法将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列示在其他收益。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之前，
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
订）
》之后，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
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度）
重述前
重述额
一、合并报表
0
-210,932.43
197,430.08
-75,252.16
286,847.97
-286,184.59
二、母公司报表
0
-210,932.43
197,430.08
-75,252.16
286,184.59
-286,184.59

重述后
-210,932.43
122,177.92
663.38
-210,932.43
122,177.92
0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
重述前
重述额
一、合并报表
0
120,967.05
0
-16,044.36
359,321.47
-142,422.20
69,481.95
-37,499.51
二、母公司报表
0
120,967.05
0
-16,044.36
359,321.47
-142,422.20
69,181.95
-37,499.51

重述后
120,967.05
-16,044.36
216,899.27
31,982.44
120,967.05
-16,044.36
216,899.27
31,682.44

3、决策程序及披露
2018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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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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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公司收到保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2017 年 10 月 16 日《税务事项通知书》[保地税稽通〔2017〕
33 号]，公司认真研究了有关法律法规和最新税收政策，核实了本次少缴税（费）金额，决定按
照《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要求缴纳少缴税费。2017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向保山市地方税务局直属
征收局缴纳税费共计 5,019,944.75 元，公司已缴纳完毕本次少缴税费。公司多缴税款将用于抵
缴以后年度同税种应纳税款[内容详见 2017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25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税务处理事项的公告》
（公
告编号：临 2017-025）
、
《关于税务处理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27）]。由于本次
税务处理事项，公司对 2014 年和 2015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2、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影响
公司 2014−2015 年度少缴税（费）5,019,944.75 元。其中：营业税－金融保险 4,563,586.13
元，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228,179.31 元，少缴教育费附加 136,907.58 元，少缴地方教育附加
91,271.72 元；多缴税 1,262,571.48 元。其中：多缴印花税 113.73 元，多缴企业所得税
1,254,957.75 元。多缴税款与少缴税款合计后，共少缴税（费）3,764,873.27 元。公司追溯调整
2014 年及 2015 年共少缴税（费）3,764,873.27 元，影响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减少 3,764,873.27
元，相应调减 2016 年年初和 2017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年初数 3,388,385.94 元，调减盈余公积年初
数 376,487.33 元。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不影响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影响的项目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应交税费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应交税费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应交税费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营业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4 年度）
重述前
重述额
一、合并报表
17,588,307.45
723,330.47
53,814,362.43
-72,333.05
203,424,549.24
-650,997.42
132,287.50
964,440.62
13,086,412.12
-241,110.15
-47,806,674.44
-723,330.47
-47,806,674.44
-723,330.47
二、母公司报表
17,588,282.52
723,330.47
53,814,362.43
-72,333.05
203,072,948.37
-650,997.42
132,287.50
964,440.62
13,086,412.12
-241,110.15
-47,752,081.30
-723,330.47

重述后
18,311,637.92
53,742,029.38
202,773,551.82
1,096,728.12
12,845,301.97
-48,530,004.91
-48,530,004.91
18,311,612.99
53,742,029.38
202,421,950.95
1,096,728.12
12,845,301.97
-48,475,411.77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重述前
重述额
一、合并报表
34,895,181.10
3,764,873.27
61,373,389.76
-376,487.33
264,897,387.76
-3,388,385.94
49,892.21
4,055,390.40
29,553,826.26
-1,013,847.60
72,867,860.22
-3,041,542.80
73,753,625.85
-3,041,542.80
二、母公司报表
34,881,941.98
3,764,873.27
61,373,389.76
-376,487.33
266,382,434.30
-3,388,385.94
49,892.21
4,055,390.40
29,553,826.26
-1,013,847.60
75,590,273.26
-3,041,542.80

重述后
38,660,054.37
60,996,902.43
261,509,001.82
4,105,282.61
28,539,978.66
69,826,317.42
70,712,083.05

应交税费
38,646,815.25
盈余公积
60,996,902.43
未分配利润
262,994,048.3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05,282.61
所得税费用
28,539,978.66
净利润
72,548,730.46
3、决策程序及披露
2018 年 4 月 1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议案》[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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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 201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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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7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 户，详见公司 2017 年度报告全文财务报告附注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减少 1 户，详见公司 2017 年度报告
全文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公司主要从事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