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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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为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占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玉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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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1,714,287,120.43 2,262,586,973.71 -2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324,870.80 311,461,910.95 -2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4,290,277.04 314,105,618.79 -2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3,863,998.45 180,826,186.23 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3.48%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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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97,627,797.36 23,613,683,638.97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49,707,962.62 9,805,251,625.28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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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01,5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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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8,203.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0,417.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3,730.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1,059.48  

合计 3,034,593.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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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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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26% 1,322,491,995 1,035,634,364 

质押 1,322,433,554 

冻结 1,322,491,99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64% 224,263,321    

中融基金－海通证券－厦门国际信托－厦门信

托·鹭岛和风 160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1% 52,219,180    

汇安基金－光大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18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5% 33,901,415    

中信建投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15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32,823,223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1% 32,300,995 32,300,995 质押 30,600,000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

托·18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66% 26,120,62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50% 2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45% 17,925,300    

上海塔彧毅股权投资基金（上海）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5% 17,816,322  质押 17,800,000 

注：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后被重复司法冻结的情况，质押后司法冻结股份 1,322,433,554 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86,857,631 人民币普通股 286,857,63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24,263,321 人民币普通股 224,263,321 

中融基金－海通证券－厦门国际信托－厦门信托·鹭岛和风 1601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2,219,180 人民币普通股 52,219,180 

汇安基金－光大银行－华鑫信托－华鑫信托·18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3,901,415 人民币普通股 33,9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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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基金－广州农商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153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823,223 人民币普通股 32,823,223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183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6,120,626 人民币普通股 26,120,62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17,92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25,300 

上海塔彧毅股权投资基金（上海）中心（有限合伙） 17,816,322 人民币普通股 17,816,322 

金元顺安基金－农业银行－厦门国际信托－厦门信托·鹭岛和风 1602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21,772 人民币普通股 15,621,7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与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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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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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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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20.59%，主要原因为本期煤炭企业煤炭可采面地质条件复

杂，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资产类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0,614,792.46 892,430,441.52 -67.44% 主要是应收票据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预付款项 225,037,980.83 97,771,939.65 130.17%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 

存货 265,836,395.08 400,149,098.51 -33.57% 主要是碱类产品及尿素库存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912,446,245.71 297,092,974.40 207.12% 主要是应收票据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471,637,350.00 -100.00%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6,917,350.00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4,720,000.00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 

负债类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应交税费 102,950,403.19 149,189,694.88 -30.99% 主要是本报告期缴纳上年度产生企业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500,692,534.89 339,505,068.24 47.48% 主要是子公司宣布分配股利，应付股利增加 

库存股 699,425,738.23 371,628,289.78 88.21% 主要是股份回购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62,373.61 -773,038.20 40.19% 主要是参股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专项储备 21,895,300.44 14,616,590.40 49.80% 主要是生产企业计提专项储备增加 

损益类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营业成本 918,462,268.90 1,331,562,392.12 -31.02% 主要是本报告期贸易业务营业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45,490,458.92 78,044,304.74 -41.71% 
主要是本报告期贸易业务减少，相关税金及

附加减少 

财务费用 86,779,767.06 57,993,800.02 49.64% 主要是本报告期贴现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27,255.49 -773,435.21 83.55% 主要是本报告期转回坏账准备减少 

其他收益 4,487,170.81 2,200,870.34 103.88% 主要是本报告期财政贴息增加 

投资收益 50,411,330.40 24,101,989.41 109.16% 
主要是本报告期参股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

司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36,172,140.00 100.00% 主要是煤炭期货上年度已平仓 

资产处置收益 108,489.32 -5,503.95 2071.12% 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687,049.17 136,538.00 403.19%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奖励资金 

营业外支出 1,043,325.81 354,495.89 194.31% 主要是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现金流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563,821.76 6,226,851.19 53.59%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退税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455,600.00 82,451,863.94 -87.32% 
主要是上年同期煤炭期货业务收回投资收到

的现金较多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430,000.00 2,879,211.00 -85.07% 
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减

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123,834.84 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子公司农资公司收到的

现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38,741,093.32 17,000,000.00 1892.59% 

主要是本报告期3052项目试车收入和赎回理

财收到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75,086,490.78 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3052项目的试车支出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3,653,757.03 77,078,653.91 99.35% 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往来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6,921,500.00 686,343,333.33 -40.71% 主要是本报告期偿还债务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51,940,225.56 88,522,340.15 -41.33%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股利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425,478,434.29 141,580,079.34 200.52% 主要是本报告期股份回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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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万吨精品小苏打项目投料试车 

2019年2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投料试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4）。

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0万吨/年精品小苏打项目”，经过单体试车和联动试车，已顺利打

通全部流程，并于2019年2月19日生产出小苏打产品。 

2、控股子公司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9年3月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继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7）。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收到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815000173，发证日期：2018年12月03日，

有效期三年。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根据相关规定，博大实地将自2018年起连续三年（从

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继续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参股子公司取得天然碱探矿权 

2019年3月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参股子公司取得探矿权及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9-016）。公司参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取得天然碱矿探矿权，共有六个天然碱普查区块，勘

查矿种为天然碱，总面积为353.34平方公里。控股股东承诺5年内，向公司或无关联第三方转让银根矿业控股权，在此期间，

银根矿业不实质开展与远兴能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公司对银根矿业的控股权具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4、甲醇装置恢复生产 

2019年3月2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恢复生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0）。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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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天然气制甲醇装置于2018年11月16日开始停车。2019年3月19日，因天然气恢复供应，

博源联化100万吨/年甲醇装置已全面恢复生产。 

5、参股子公司取得天然碱探矿权及解决潜在同业竞争 

公司参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取得由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共有六个天然碱普查区块，勘查矿种为天然碱，总面积为353.34平方公里。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为解决与公司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参股子公司取得探矿权及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6）。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已收回中煤能源第三期股权

转让价款 23,092.32 万元。公司对已计提坏账准备 11,320.05

万元全部转回，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增加 11,320.05 万元。 

2019 年 01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转回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5月5日召开七届十六次董事会、2018年5月22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于2018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召开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2018年12月14日召开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预案>部分内容的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其他合法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60元/股，

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13亿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最终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

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回购股份用途为：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60%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20%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20%用作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并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回购期限为2018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21日。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以及于2018年1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临2018-104）。 

2018年7月6日，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

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8）。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披露，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实施回购方案、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0,238.0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575%，最高成交价为3.20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2.47元/股，累计成交金额为29,197.51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1）。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2,426.33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639%，最高成交价

为3.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47元/股，累计成交金额为61,970.7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符合既定方案。公

司于2019年4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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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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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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接待投资者电话沟通 40 余次，主要咨询公司报告经营情况、

回购股份情况、股权激励情况、项目建设情况等。未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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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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