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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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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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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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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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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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71-67197370 

传真 0871-67197694 

电子信箱 yn600883@163.com 

1.6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 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75,590,273.26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7,559,027.33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203,072,948.37 元，

减 2015 年公司已实施对股东分配 4,721,760.00 元，2015 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66,382,434.30元。公司拟定：以公司 2015年 12 月 31日总股本 236,088,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3,608,8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42,773,634.30元结转至下年度。截至 2015年末，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7,331,494.10 元，公司拟

定：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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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硅酸盐水泥 42.5、复合硅酸盐水泥 32.5R等，主要应用于城市房地产开发、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民用市场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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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购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方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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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销售区域范

围内，采取以直销方式为主、经销方式为辅的营销模式。 

（三）水泥行业概况 

2015年，全国水泥产量 23.5亿吨，同比下降 4.9%，水泥产量是 25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水泥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8,897 亿元，同比降低 9.4%；水泥行业利润 330亿元，同比下降 58%；水泥

年平均出厂价格每吨 270 元，比 2014年低 29元；水泥行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在各子行业中，

水泥退居第五位，全年不足 1,000 亿元（数据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2015 年，云南省

生产水泥 9,305.3 万吨，同比下降 1.97%，降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 3 个百分点，是“十五”以

来持续保持增长后的首次负增长；水泥行业实现利润 1.6亿元，单位产品平均获利 1.8元/吨，同

比下降 79%，同全国水泥行业平均获利水平下降 58%相比高出 21 百分点；水泥平均价格 273 元/

吨，同比下降 24元/吨；水泥行业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54亿元，在 2014年同比下降 29.3%基

础上持续下降 18.2%，有效遏制了水泥产能过快增长（数据来源：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网

站）。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公司所处区域市场的房地产行业和其它各项工程建设投资大幅度减

少，国家在该区域的大型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也逞萎缩下降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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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水泥生产企业恶性竞争，出现停产半停产，全面亏损的状况。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750,115,815.34 685,635,404.90 9.40 737,466,371.88 

营业收入 12,544,578.64 14,844,251.44 -15.49 34,916,19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3,753,625.85 -47,806,674.44 不适用  6,618,48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1,971,726.47 -84,105,924.66 不适用  -4,410,749.83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66,607,804.35 618,678,725.95 7.75 684,710,75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210,792.71 -1,506,603.90 不适用  -3,079,447.29 

期末总股本 236,088,000.00 236,088,000.00 0.00 236,088,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124 -0.2025 不适用  0.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124 -0.2025 不适用  0.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25 -7.23 

增加18.48个百分

点 
0.96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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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6,443.43 4,191,907.62 2,447,702.37 3,048,52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263,933.92 92,339,836.35 -725,029.14 -45,125,1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8,096,101.37 24,463,968.69 -1,452,562.30 -43,079,234.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5,257.21 -21,502,486.31 -3,708,502.15 -355,061.46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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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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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0,000 15,531,700 6.58 0 无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2,101,113 0.89 0 无   其他 

徐勇军   1,864,497 0.79 0 无   
境内自

然人 

钱旭璋   1,550,000 0.6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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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072 0.54 0 无   其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嘉承一号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026,756 0.43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华趋势领

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23,800 0.43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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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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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544,578.64元，同比下降 15.49%，主要是水泥销售价格下降；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753,625.85 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806,674.44 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影响投资收益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联营企业新疆众和股份

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922,259 股，取得投资收益 112,776,952.57 元[详见 2015 年度报

告全文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24,210,792.71 元，同比下降 1,506.98%，主要是支付的企业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加

及收回以前年度货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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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5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2户，详见 2015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主要从事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