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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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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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
末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685,635,404.90 737,466,371.88 -7.03 740,608,640.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618,678,725.95 684,710,759.14 -9.64 685,825,790.35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06,603.90 -3,079,447.29 51.08 605,782.90 

营业收入 14,844,251.44 34,916,191.37 -57.49 76,052,422.0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806,674.44 6,618,483.92 -822.32 9,669,121.2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4,105,924.66 -4,410,749.83   3,931,984.8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7.23 0.9600 减少8.19个百分点 1.41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025 0.0280 -823.21 0.04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025 0.0280 -823.21 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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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08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1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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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4.00 9,440,0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7 7,487,470 

  未知   

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58 6,091,700 

  质押 2,360,000 

中信实业银行－招商优质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2,826,651 

  未知   

徐勇军 其他 0.82 1,926,942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宝二号新型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74 1,740,000 

  未知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富五号新型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0.72 1,700,0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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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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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为水泥制品工业企业。2014 年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粉磨与销售，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水

泥销售收入；长期股权投资收益（权益法核算）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2014 年，全国水泥产量 24.76 亿吨，同比增长 1.8%，增速同比下降 7.8 个百分点；水泥制造

业营业收入 9,792 亿元，同比增长 0.9%，增速同比下降 7.7 个百分点；水泥行业实现利润 780.2

亿元，同比增长 1.4%；水泥平均出厂价格每吨 296.4 元，1-12月平均价格同比下降 0.43 元；1-12

月水泥行业投资下降 18.7%，初步统计，全年新增水泥熟料产能较上年减少 2400 多万吨，下降 25%。

淘汰落后水泥产能 8100万吨；前 10 家水泥集团熟料产能 9.16 亿吨，产业集中度 52%（数据来源：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14 年，云南省全年生产水泥 9,492.64 万吨，同比增长 5.4%；水泥平均

出厂价格每吨 296.93 元（数据来源：云南省建材工业行业协会网站）。 

2014 年，公司所处区域设计水泥产能约 990 万吨，全年共生产水泥约 560 万吨，同比增长

29.23%，增速高于全国 27.43 个百分点、全省 23.83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其他水泥制造企业在

公司所处区域内投资建厂或扩大产能，年内处于新增产能集中释放的“高发期”。同时受地方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持续下行等因素的影响，水泥产能过剩和供需矛盾突出，水泥企业间竞争激烈，水

泥价格持续下滑；由于公司水泥生产工艺和运营模式的现状，导致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水

泥销售收入和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经营风险和经营难度不断加大。面对严峻的内外部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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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化解生

产经营中的各种困难和矛盾，认真组织实施年初制订的生产经营计划，公司保持平稳运营。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844,251.44 元，同比下降 57.49%，主要是水泥销量及销售价

格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806,674.44 元，同比下降 822.32%，主要是投资收益

大幅下降。影响投资收益变动较大的原因如下： 

（1）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753,691 股，产生的投资收益 45,517,346.56元； 

（2）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及现金管理类产品获得投资收益 1,850,724.38 元； 

（3）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69,364,195.13 元，其中：对新疆众和股份有

限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为-69,804,049.96 元，对风景大地（北京）旅游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为 439,854.83 元。 



4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1、会计政策变更 

2014 年初，财政部分别以财会[2014]6 号、7 号、8 号、10 号、11 号、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

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2014 年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

财政部以财会[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 年修订）》（以下

简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要求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

融工具进行列报。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

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7 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 2014 年年度财务

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

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 2014 年 1 月 1 日/2013 年度相关财

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

减少- 

《企业会

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

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将其他综合收益划分为两类：(1)以后会

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2)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同时规范了持有待售等

项目的列报。本财务报表已按该准则的规定进行

列报，并对可比年度财务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

调整。 

资本公积 -136,230,728.15 

其他综合收益 136,230,728.15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对于政府补助，

作为其他非流动负债（一年以内到期数在其他流

动负债）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财务报表列报（2014 年修订）》后，本公司将政

府补助调整至递延收益列报。并对报表进行追溯

重述。 

其他非流动负债 -5,295,439.89 

递延收益 5,295,439.89 

此外，公司对在其他主体中权益在本年度财务报表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规定的要求进行了披露，采用该准则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产生重大

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