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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西部创业                           公告编号：2019-015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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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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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创业 股票代码 0005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登昭 紫小平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
中路 168号 C座一楼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
中路 168 号 C座一楼 

传真 0951-3975696 0951-397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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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951-3975696 0951-3975696 

电子信箱 --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从事的业务包括铁路运输、仓储物流、葡萄酒、酒店餐饮，概况

如下： 

1.铁路运输业务：公司铁路运输业务的服务对象为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内的大型煤矿、化工和电力企业等，主要运输货物为煤炭，当前运营线路全长

300公里，包括自有铁路和客户专用线两部分。营业收入来源于运费、杂费、代

维代管费，运费收费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核定。报告期内，公司铁路

运输业务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2.仓储物流业务：公司仓储物流业务主要依托铁路运输为客户提供代办货

物运输服务。报告期内，物流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蒙煤进宁代理运输服务费。 

3.葡萄酒业务：公司自有15,000亩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分别位于宁夏青铜

峡市和银川市植兴公路南侧，公司于2017年将葡萄种植基地整体对外出租，租

赁期10年。公司主要产品为“银广夏”和“詹姆斯酿”牌系列干红、干白、桃

红葡萄酒及蒸馏酒，均以自产酿酒葡萄为原料，委托加工而成。葡萄酒的销售

以公司直接对外销售为主，代理商销售和网络销售为辅。 

4.酒店餐饮业务：公司所属宁夏世纪大饭店有限公司位于宁夏银川市玉皇

阁北街，是集住宿、餐饮、商务为一体的三星级酒店。报告期内，世纪大饭店

强化营销意识和服务举措，收入同比增长，整体实现盈利。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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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60,941,838.32 659,644,140.31 15.36% 463,125,9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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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62,646.50 86,994,814.66 69.39% 8,339,45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611,853.49 75,474,977.22 79.68% -39,245,71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417,088.87 301,960,438.53 -21.71% 74,523,448.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0.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6 66.67%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2.19% 1.41% 0.25%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5,773,445,668.65 5,043,964,812.09 14.46% 5,049,395,00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28,862,103.51 4,023,745,775.34 22.49% 3,935,959,736.2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7,530,561.62 175,229,821.16 167,879,371.69 250,302,08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56,082.13 29,083,336.63 31,916,782.98 64,806,44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55,876.25 30,346,329.67 18,612,000.63 65,097,64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25,554.78 57,265,478.58 130,538,327.08 64,838,837.9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

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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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58,89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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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7% 429,820,178 429,820,17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1% 229,163,673 229,15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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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0% 71,526,908 71,526,908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71,084,524 71,084,52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87% 71,084,524 71,084,524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53% 7,782,224 0   

郑毅仁 境内自然人 0.39% 5,625,000 0   

郑慧霞 境内自然人 0.24% 3,560,000 0   

方志磊 境内自然人 0.21% 3,115,000 0   

万福涛 境内自然人 0.20% 2,959,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徐开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570,756 股股份；刘兴宏通过信

用账户持有公司 2,411,360股股份；孙钢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 2,276,478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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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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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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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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6,094.18万元，比2017年的65,964.41万元增长

15.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736.26万元，比2017年的8,699.48

万元增长69.39%。2018年经营业绩较2017年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一是2018年

公司完成铁路运量4,500.97万吨，较2017年增加约715.86万吨，取得铁路开通

运营以来最好成绩，葡萄酒业务持续减亏，酒店业务实现盈利，物流业务增收

增利；二是公司2018年获得的运价补贴较2017年增加486.16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铁路运输 683,948,014.26 233,490,913.94 34.14% 13.88% -8.08% -19.2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15.36%，营业成本较上年增长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69.3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内，公司铁路运量较上年增长18.91%，带动了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净利润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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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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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本公司在编制2018年度报表时，根据

通知采用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报表格式。此项变更采用追溯调

整法，仅是报表格式变化，对资产总额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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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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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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