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2017-038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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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渝三峡 A 股票代码 0005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楼晓波 

办公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横街 2 号附 5 号隆鑫国际写字楼 17 楼 

电话 023-61525006 

电子信箱 sxyq000565@126.com        sxyq000565@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4,394,522.44 1,099,041,637.95 1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043,570.08 33,865,473.06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417,243.00 33,867,993.25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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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8,283,873.38 -277,130,33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4.26% -0.2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02,384,476.56 1,332,665,922.62 2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1,255,806.63 982,473,077.90 1.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0,8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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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0   

邹森鹏 境内自然人 0.52% 2,260,000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46% 2,011,574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量

化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41% 1,771,214 0   

李华广 境内自然人 0.24% 1,032,310 0   

赵祖新 境内自然人 0.23% 1,006,600 0   

昌孝润 境内自然人 0.22% 972,450 0   

谈承军 境内自然人 0.21% 919,778 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21% 900,000 0   

施雪奎 境内自然人 0.20% 869,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邹森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00,00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60,000 股,合计持有 2,260,000 股；公司股东汪新文除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11,574 股,合计持有 2,011,574 股；公司股东李华广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00 股外，

还通过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1,910 股,合计持有

1,032,310 股；公司股东赵祖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13,400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3,200 股,合计持有 1,006,600 股；

公司股东谈承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19,678 股,合计持有 919,778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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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行业竞争力度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市场需求不足。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优化品种结构，以增加效益和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把生产向高质高效推进，同时加大了产品研发创新力度，提高公司竞争

实力以适应和承受来自更多方面的挑战。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目标计划，坚持外抓市场、内强管理、开源节流、挖潜

增效的工作思路，不断强化市场建设，强化市场营销，加快科研开发，加强原材料节约代用，强化内部管理和资金管控，加

强管理创新，紧抓安全生产，努力提高企业发展质量，保持了公司的稳健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4亿元（其

中：油漆涂料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07亿元，化工产品贸易实现营业收入21.35亿元，其他业务收入0.0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4万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公司行政办公会审议批准，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渝三峡油漆销售有限公司予以注销，成

都渝三峡油漆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办理完毕工商注销登记，故自2017年6月30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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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苏中俊 

   

 

2017年 8月 25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