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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2021-025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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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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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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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yljw@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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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59,504.86 190,230,422.57 2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969,844.67 21,016,261.93 1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1,231,127.62 18,281,568.77 125.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81,430.92 30,432,634.11 -3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5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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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1.8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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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587,179.64 1,588,552,954.33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8,687,623.99 1,195,776,999.79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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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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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生命科技

与新材料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0 质押 87,904,491 

徐锡娟 境内自然人 1.19% 5,146,000 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72% 3,114,474 0   

林尚德 境内自然人 0.69% 3,000,000 0   

徐于杨 境内自然人 0.47% 2,030,600 0   

管圣启 境内自然人 0.46% 2,001,300 0   

肖国 境内自然人 0.42% 1,835,804 0   

凌朝明 境内自然人 0.38% 1,667,608 0   

刘秀杰 境内自然人 0.31% 1,345,000 0   

任汉英 境内自然人 0.27% 1,17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 

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徐锡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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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9,900 股，合计持有 5,1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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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4,474 股，合计持有 3,114,474 股；公司股东肖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

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5,804 股，合计持有

1,835,804 股；公司股东凌朝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67,608 股，合计持有 1,667,608 股；公司股东刘秀

杰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95,000 股外，还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1,050,000 股，合计持有 1,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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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3,000 股，

合计持有 1,1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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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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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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开展稳步有序，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亿元，同比增长23.57%；营业成本为1.61亿元，同比增加

25.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96.98万元，同比增加128.25%，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参股公司新疆信汇

峡12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一期项目正式投入生产公司确认投资收益2,185万元（去年同期投资收益为-148万元），以及报告期

公司出售北陆药业可转债影响净利润增加433万元。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9,059万元，较期初增加0.1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123,869万元，较期初增加3.59%。 

    2、公司九届二次董事会、九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同意公司受让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财务公司3%股权，收购股权交易金额为3,430.35万元，本次交易完

成前，公司持有财务公司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财务公司7%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8日发

布的《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公司2019年12月31日已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支付收购款1,500万元。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能获得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核准，本次转让无法继

续执行，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原协议，公司已收回前期全部投资款及资金利息（分红款补偿），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1年2月9日发布的《关于收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3、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重庆生命科技与新材料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材集团”）的通知，获悉

生材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7,904,491股股份质押给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

月18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4、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毕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毕胜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

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领导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5、2015年6月23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议案》，公司与济南嘉润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合同》，以自有资金2,000万元

人民币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优先级B类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

基金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审批，于2015年7月1日获得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S63330）,该产品共计募集资金1.2亿元，其中包括

7,000万元A类份额、2,000万元B类份额、3,000万元C类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7日披露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

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该基金于2018年6月27日起进入清算期，由管理人

济南嘉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综合托管人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组成清算小组履行基金

财产清算程序。经过清算后，公司已收回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全部本金2,000万元。公司参与该基金的最终收益

情况需待该基金资产分配完成和清算完成后方可确定，基金清算最终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后续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发布的《关于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金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6、公司八届十七次董事会、八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认缴

出资4,800万元与重庆点石化医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化医新

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映天辉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1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6）、于2019年4月27

日发布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公司于2019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252.20

万元，于2020年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2,087万元，于2021年2月按出资比例缴纳投资款1,460.80万元，合计缴纳出资款4,800

万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投资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润

生药业有限公司、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责任公司5

个项目，其中对重庆聚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0,500万元、对重庆九橡化大橡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4,000万元、对重

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元、对重庆长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投资2,500万元、对派迈新材料（成都）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350万元。嘉兴化医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1年1月退出重庆润生药业有限公司项目，本次项目退出金

额合计2,224,89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获得467.24万元，其中实缴本金417.40万元、投资收益49.84万元。 

7、公司与遵义市侨盛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侨欣世家”房产仲裁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章节及于2019年4月24日发布的《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补充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对

于已办理预售备案登记的房产尚未取得房地产证事宜【具体详见公司于2013年6月8日发布的《关于补充披露购买“侨欣世家”

房产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7）】，报告期公司委派专人与律师多次去当地与政府相关部门、房产所在小区物业管

理公司及业主委员会共同协商解决遵义房产相关事宜，目前正在完善相关手续。后续公司将持续积极跟进，切实维护公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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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益。 

8、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

任黄平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蒋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同时, 蒋伟先生因工作调整于2021

年4月28日 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一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发布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暨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张伟林 

 

 

2021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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