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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颜广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培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黄培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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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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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54,823.27

194,340,934.83

-26.29%

5,638,288.72

13,436,789.97

-58.04%

5,305,348.38

13,315,695.61

-60.16%

26,636,346.29

19,958,638.38

3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2.14%

-1.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73,862,822.06

1,234,984,212.65

3.15%

704,632,195.22

699,131,698.09

0.79%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481,333.31
-85,880.6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59.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771.70

合计

332,940.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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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34,631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
持有有限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情况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股份
状态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74%

138,816,000

0

5.00%

22,586,309

0

其他

0.92%

4,172,800

0

其他

0.72%

3,267,800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68%

3,070,760

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975,000

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974,010

0

禹作成

境内自然人

0.65%

2,958,100

0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950,684

0

胡客满

境内自然人

0.57%

2,595,000

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和日利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数量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38,8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816,00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586,309

人民币普通股

22,586,309

4,17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172,800

3,2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7,800

法国兴业银行

3,070,760

人民币普通股

3,070,76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2,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5,00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974,010

人民币普通股

2,974,010

禹作成

2,95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8,100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2,950,684

人民币普通股

2,950,684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和日利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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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客满

2,5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5,00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为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胡客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05,000 股，通过投资者
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9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95,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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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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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3,357,938.25

2,401,966.79

39.8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预付房屋租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17,106.01

9,800,842.52

-32.4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9,512,131.87 19,054,316.52

54.8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预付设备款所致。

90,000,000.00 50,000,000.00

80.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新增短期借款4,000万元所致。

3,202,733.37

9,058,152.59

-64.64%

主要原因系上年年末计提的职工薪酬于本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74,622,887.62 44,689,757.56

66.9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收到部分拆迁补偿款所致。

短期借款
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应付款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研发费用

5,459,427.07

2,431,619.65

124.5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131,232.13

866,785.64

145.8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317,523.01

—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87,704.13

—

—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所致。

投资收益

-78,242.31

-947,076.16

91.7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项目的经营状况改善所致。

其他收益

481,333.31

240,500.00

100.1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259.37

8,000.00

190.7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收到个税手续费等所致。

7,196,301.55 16,508,564.74

-56.4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1,561,869.68

3,071,774.77

-49.1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5,634,431.87 13,436,789.97

-58.0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变动原因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636,346.29 19,958,638.38

33.46%

15,797,556.95 -73,625,359.26

121.46%

17,663,460.67 10,712,865.08

64.88%

60,097,363.91 -42,953,855.80

239.9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到部分拆迁补偿款所致。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及偿还融资租赁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支付材料采购款减少所致。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支付固定资产采购款减少及收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变动原因

款综合所致。
主要原因系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综合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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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于2017
年10月24日开市起停牌。经与各方论证，控股股东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于2017
年11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本公司拟向浩物机电和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内江市鹏翔投资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并于2018年6月13日召开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等相关议案。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条件已成就，本公司于
2018年7月17日召开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等相关议案。为保证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审计、审阅报告处于有效期内，本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加期审计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2018年12月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8年第71次工作会议审议，并获得无条件通过。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审计、审阅报告
和评估报告处于有效期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加期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和评估报告。本公司已于2019年2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
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 2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以
下简称“邮储银行四川分行”）签署了《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内江
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曲轴”）向邮储银行四川分行申请 2,0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内江峨柴鸿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与
内江市市中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中区征收办”）
签订了 36 份附条件生效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合同》及《国有土 2019年3月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2019 年 2 月 28 日，鸿翔公司收到市中区征
收办支付的首期房屋征收补偿款 3,0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5 日与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行（以下
简称“攀商行内江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
>补充协议》，为子公司金鸿曲轴向攀商行内江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
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依据金鸿曲轴与攀商行内江分行

2019年3月6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3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签署的《授信合同》项下签订的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该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支行（以
下简称“光大银行紫荆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金鸿曲
轴向光大银行紫荆支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依据金鸿曲轴与光大银行紫荆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
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
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两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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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本公司主营业务布局，拓宽本公司投资路径，围绕本公司主营产业储
备和培育优质项目资源，提升本公司整体竞争实力与盈利能力，本公司拟出
资 12,000 万元人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天津滨海新区财富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四川浩物汽车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2019年3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伙）
（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登记核准为准，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产业
基金注册资本 12,010 万元人民币。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1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的相关情况

2019 年 01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相关情况

2019 年 03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3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公司子公司福伊尔动力曲轴（四川）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

2019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公司对外投资设立的产业基金未来的投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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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广彤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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