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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2019-045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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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214,109.17 350,779,090.87 -3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56,739.23 27,061,820.25 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4,039,393.22 26,429,888.09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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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568,571.99 -47,977,595.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 2.5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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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047,020.65 1,468,725,389.85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2,068,076.20 1,078,857,110.2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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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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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振军 境内自然人 0.84% 3,645,149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69% 3,000,00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51% 2,229,574    

赵璨 境内自然人 0.46% 2,005,00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43% 1,867,608    

邹森鹏 境内自然人 0.41% 1,795,000    

任汉英 境内自然人 0.27% 1,165,900    

李继红 境内自然人 0.24% 1,026,632    

徐一炜 境内自然人 0.23% 99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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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林振军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645,149 股，合计持有 3,6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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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574 股，合计持有 2,229,574 股；公司股东凌朝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67,608 股，合计持

有 1,867,608 股；公司股东邹森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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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000 股，合计持有 1,795,000 股 ；

公司股东任汉英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65,900 股，合计持有 1,165,900 股；公司股东徐一炜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92,835 股，合计持有 99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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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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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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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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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

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化工行业产能
过剩、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环保督查以及地方安全和环保监管趋严，安全与环保投入不断加大，

同行业产能和价格竞争压力仍然较大，行业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经营难、生存难的困境，盈利状况难言乐观。受国内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化工行业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价格厮杀、客户信用下降、违约风险增加等局面日益
严峻。201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加之全国上半年持续阴雨等因素，都加剧了油漆涂料市场竞争、影响对油漆

涂料的市场需求。在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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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提升公司内在价值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高

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统筹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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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公司石墨烯防腐涂料已基本定型，其中主要产品目前已成功推广应用于高铁、
石化、钢结构厂房等多个项目工程的涂装上，我们还将陆续开发更多适用于各种细分市场的石墨烯防腐涂料相关产品，以及

相对应的水性化产品，加快推广应用到市场中。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同比减少34.37%（其中：油漆涂料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同比减少0.20%；

化工贸易实现营业收入0元，去年同期化工贸易实现营业收入1.20亿元）；营业成本为1.60亿元，同比减少42.20%；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6万元，同比增加8.48%。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按照公司年初董事会制定的工作方向继续聚焦油

漆涂料业务，化工贸易业务在保证资金安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展业务，继续大幅减少全资子公司化工公司化工贸易业务
影响所致。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1,104.70 万元，较期初增加2.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10,206.81万元，较期

初增长2.15%。 

    2019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环保督查持续推进，涂料行业进入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形势下，公司将围绕

高质量发展和主营发展战略，加快绿色发展，积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探索并推行营销创新、激励创新和管
理创新模式，加快区域布局，做大做强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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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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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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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19 年 8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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