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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39                                公司简称：西部资源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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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无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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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资源 600139 绵阳高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娜 秦华 

电话 028-85917855 028-85917855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

开发区毕升路168号 

电子信箱 wangna@scxbzy.com hua.qin@scxbzy.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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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469,131,282.03 6,074,593,265.32 -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93,372,171.38 1,014,669,741.55 -11.9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34,836.38 -543,878,231.9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20,912,647.47 505,802,139.82 -7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297,570.17 -115,806,755.1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1,117,537.20 -95,259,353.0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1 -11.99 减少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33 -0.175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33 -0.175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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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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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47 267,835,141 0 质押 141,290,000 

杨建民 境内自然人 2.19 14,513,081 0 无 0  

陈守成 境内自然人 1.71 11,329,639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63 4,171,651 0 无 0  

张秀娟 境内自然人 0.61 4,021,400 0 无 0  

魏宏义 境内自然人 0.57 3,743,100 0 无 0  

范钦宝 境内自然人 0.56 3,701,204 0 无 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

－鹏华资产金润 24 号

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9 3,216,620 0 无 0  

宋娜 境内自然人 0.45 3,000,000 0 无 0  

张兰 境内自然人 0.43 2,869,07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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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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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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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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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西部资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12西资源 122237 
2013年 3月

8日 

2018年 3月

8日 
12,132.7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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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98 0.735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48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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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对新能源政策调整的影响，国内新能源客车市场处于消沉状态，公司

经营压力持续加大。面对困难，公司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对内夯实管理基础，加强风险控制，

对外积极应对经济环境及政策的变化，开拓市场，努力改善困境，缓解经营压力。 

（一）新能源汽车板块 

报告期内，恒通客车在稳步推进技术研发、均衡安排生产任务、逐步提升质量管理的同时，

积极开展对工业和信息化部《处罚决定书》所涉问题车辆的整改，于 2017年 5 月恢复了申报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及申报了多款新能源车型，为后续的生产经

营打下基础。报告期内，受上述处罚的影响，以及国家对新能源政策的调整，绝大部分新能源车

型无法实现销售，加之传统客车市场萎缩，恒通客车累计完成客车生产 119辆，销售 86辆，其中

国内市场销售 85辆，海外市场销售 1辆，新能源客车生产 45辆，销售 40辆，较上年同期大幅下

降。随着新能源客车市场的回暖，恒通客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的恢复，其新能源

客车的生产、销售正逐步恢复中。 

报告期内，交通租赁坚持“市场导向、稳中求进”的方针，按照公司既定方针和目标，努力

开拓市场，积极加强管理，累计实现租赁投放规模 12,900万元，其中公交类业务 1,600万元，占

比 12.4%；有色金属类业务 10,000万元，占比 77.52%。 

报告期内，公司对已于 2015年不再资金投入，并终止其研发、试生产等经营活动的生产节能

电机电控的伟瓦科技，积极寻求与第三方合作等方式，以降低损失，控制风险。 

（二）矿产资源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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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三山矿业以及凯龙矿业所属矿权的维护工作，办理完成三山矿业采

矿权和探矿权的到期延续工作。 

为缓解矿山剥离可能对公司矿产资源板块业务受到的影响，公司拟收购拥有铌钽矿探矿权的

广西防城港创越矿业有限公司 51%股权、拥有锡矿采矿权的永德县华铜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为主的云南伟力达地球物理勘测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于 2016 年 8

月与交易对方签署框架协议，拟依托其技术优势，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优化各矿产品种之间的配

置，整合公司的矿产资源板块，形成以稀贵金属为主的矿产资源布局。截至目前，尚未签订正式

的股权转让协议。 

由于公司上年度根据资产和产业结构重整规划，对部分资产进行了处置，公司本报告期合并

范围较去年同期减少。报告期内，公司受国家新能源政策调整、恒通客车受行政处罚、传统客车

市场萎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营业收入 12,091.2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6.09%，计提对交

融租赁原股东计提业绩承诺补偿款后，实现利润总额-12,372.8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129.73万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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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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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段志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