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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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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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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利科技 60395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良友 张宏蕾 

电话 0730-8501033 0730-8501033 

办公地址 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大道一号 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大道一号 

电子信箱 zqb@blest.com.cn zqb@blest.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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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979,249.87 1,844,929,587.85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70,746,963.84 875,295,262.9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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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93,945.20 -117,946,196.13 -61.93 

营业收入 243,343,709.20 161,376,456.19 5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763,700.87 19,514,154.81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0,652,469.24 10,915,728.11 89.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8 3.74 减少1.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1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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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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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新海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50 117,600,000 117,600,000 质押 111,370,000 

吉林成朴丰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00 33,600,000 0 质押 20,000,000 

吉林雨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0 16,800,000 0 无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1,436,668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摩根士

丹利华鑫多因子精

其他 0.40 905,128 0 未知   



选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达宏

利逆向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8 406,355 0 未知   

陆华之 境内自然人 0.12 276,500 0 未知   

郑晓炜 境内自然人 0.11 250,024 0 未知   

张尊明 境内自然人 0.11 243,500 0 未知   

孔令强 境内自然人 0.11 237,06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吉林成朴丰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吉林雨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吉林成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为本公司实施。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

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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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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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 2016 年下半年以来的企稳向好态势，公司围绕董事

会提出的年度任务目标，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持续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内部

风险控制；努力寻求行业突破，加快产业横向拓展；使得公司经营情况保持良好的水平。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4,334.37 万元，同比增长 50.79%；实现净利润 2,076.37 万元，

同比增长 6.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65.25 万元，同比增长

89.20%。 



1.主要工程项目 

2017年上半年，公司承揽的主要工程总承包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1）报告期内，山西潞宝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煤焦化工产品材料化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

总承包项目完成了装置调试、试运行等工作。项目于 2017年 8月 8日一次性开车成功，已生产出

优级品己内酰胺产品。 

（2）山东省滕州瑞达化工有限公司6万吨/年聚丁烯-1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项目已于

2017年3月28日完成了项目中间交接；目前投料试车工作已完成，具备生产出合格产品条件。 

（3）辽宁缘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万吨/年丁辛醇项目（一期）加氢联合装置总承包项目建

筑工程、设备施工、配管安装等主要工程均已完成。 

（4）新疆元昊新能源有限公司洁净煤深加工工程总承包项目中型煤装置工程设计已经完成；

50万吨/年煤焦油加氢装置、5万方/时荒煤气制氢装置的设计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5）内蒙古新圣天然气有限公司大和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干线）的线路工程、站场工程、

阀室工程施工正在有序进行，大型穿越工程已经完工；大和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支线），设计已

经完工，正在进行采购及施工的招投标工作。 

2.资本运作 

（1）2017年 7月 17日，公司以现金 1.8亿元人民币收购南大紫金锂电 100%股权，公司正式

布局新能源行业，公司将通过与南大紫金锂电的业务资源技术等方面协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2）2017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发布《百利科技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公告》，拟

发行可转债募集 3.4亿元用于工程总承包项目建设，预案已于 2017年 5月 3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目前正在筹备实施中。 

3.专利技术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拥

有各项专利共计 47项。 

4.员工持股计划 

2017 年 1 月 6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截止 2017 年 7 月 6 日，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 3,726,475 股，

均价 22.19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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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 4月 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年 5月 28日起实施。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以财

会[2017]15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实施。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2017年 8月 28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

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本公司实施日（2017 年 5

月 28日）及可比年度均不存在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

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对 2017年 1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7-04-15/603959_20170415_3.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7-04-15/603959_20170415_3.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7-04-15/603959_20170415_3.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7-04-15/603959_20170415_3.pdf


入营业外收入。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仅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及

附注披露格式。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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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