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55                                公司简称：宝硕股份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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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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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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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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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硕股份 60015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赵长栓 

电话 0312-3109607 

办公地址 河北省保定市高新区隆兴中路177号 

电子信箱 bszqb@huachuang-group.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37,553,003,883.28 29,907,870,708.62 2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990,677,432.79 14,825,362,592.25 1.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1-6月）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48,083,285.18 -39,524,806.47 -2,804.72 

营业收入 247,802,235.08 155,220,454.22 5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7,995,817.94 -37,307,421.88 49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5,556,802.33 -39,261,278.98 47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11.13 增加12.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2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8 212.5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0,4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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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10.76 187,233,501 64,102,564 质押 12,500,000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8.15 141,825,920 141,825,920 质押 141,825,909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8.15 141,825,920 141,825,920 无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41 111,524,163 111,524,163 无   

贵州省物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

法人 
6.21 108,007,375 108,007,375 质押 37,000,000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16 89,781,311 89,781,311 质押 89,781,311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

法人 
5.16 89,781,311 89,781,311 无   



刘江 

境内

自然

人 

4.27 74,349,442 74,349,442 质押 74,349,400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

法人 
4.11 71,573,796 71,573,796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新日

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3.42 59,479,553 59,479,553 无 59,479,5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与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均为刘

永好先生控制，为一致行动人；刘江为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次级债券 
15华创 01 123052 2015-06-25 2020-06-25 5 6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第一期次级债券 
16华创 01 135878 2016-09-22 2020-09-21 8 4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第一期次级债券（第一期） 
17华创 01 145621 2017-07-25 2022-07-25 20 5.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9.20% 49.2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76   -41.0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宏观经济维持稳中向好发展势头，公

司作为以证券服务业为核心的控股平台，依托华创证券开展证券业务，通过独立子公司经营塑料

管型材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始终围绕 2017年度发展战略，不断加强控股管

理型平台建设，加大内部管控力度，保持了业绩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78,232,797.83 元，营业利润 210,330,869.20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995,817.94元。 

 

3.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978,232,797.83 155,220,454.22 530.22 

营业收入 247,802,235.08 155,220,454.22 59.65 

营业总成本 1,009,005,166.45 172,344,381.78 485.46 

营业成本 165,746,140.61 148,522,165.61 11.60 

销售费用 6,414,325.40 7,335,874.82 -12.56 

管理费用 534,939,743.53 13,927,267.14 3,740.95 

财务费用 523,304.62 -391,398.89 23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083,285.18 -39,524,806.47 -2,804.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1,462,649.91 -17,863,185.11 -4,610.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7,853.90 649,700.89 407.6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管型材销量下滑导致绩效薪酬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定期存款本金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及华创证券汇兑损失增

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华创证券尚未纳入合并范围所

致。 

 

3.3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503,382.93 -5,830,733.54 44,672,649.39 

北京工道绿建科技有限公司 2,831,304.97 -107,789.31 2,723,515.66 

黔南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79,418.24 -5,127.16 274,291.08 

贵州布城兴黔旅游项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97,166.57 -118.42 4,997,048.15 

贵州阳宝兴黔旅游项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990,944.96 134.1 9,991,079.06 

安顺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264,552.61 -232,173.45 1,032,379.16 

瓮安贵股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579,212.08 -135,697.18 443,514.90 

合计 70,445,982.36 -6,311,504.96 64,134,477.40 

 

3.4 重大的非股权投资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

更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万元） 

募集资金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万元） 

6 万吨/年塑料

建材建设项目 
否 19,516.99 1,803.77 14,435.03 

 

3.5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

来源 

债券 683,628.73 -4,381.38 2,338.07 13,829,365.61 13,087,923.95 15,396.47 1,425,070.39  

基金 328,190.60 -853.13 505.00 213,573.45 532,774.05 1,318.08 8,990.00  

股票 6,127.73 -54.91 0.00 3,074.80 1,438.47 541.38 7,764.06  

证券公

司理财

产品 

12,729.06 - 0.93 300.00 12,298.27 877.61 730.79  

信托计

划 
0.00 - -15.32 66,600.00 - - 66,600.00  

其他 10.00 -0.17 0.00 - - - 10.00 
 

合计 1,030,686.12 -5,289.59 2,828.68 14,112,913.87 13,634,434.75 18,133.53 1,509,165.23 
 



 

3.6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7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