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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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现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庆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庆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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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54,644.41 432,432,491.97 -5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50,051.38 25,450,067.46 -13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456,704.26 22,957,326.71 -149.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962,525.39 104,374,985.88 -14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7 0.0317 -13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7 0.0317 -13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8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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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0,265,290.27 7,511,443,182.18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63,409,740.97 2,771,159,792.3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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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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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5,292.7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1,100.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3,152.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011.71  

合计 3,706,65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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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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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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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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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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29.81% 238,970,614 179,227,960 质押 235,463,837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8.80% 70,550,740 52,913,055 质押 67,637,684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34% 10,741,965 0 质押 10,660,000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1.34% 10,717,778 0 质押 10,710,000 

陶文涛 境内自然人 0.38% 3,015,000 0   

河南银企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6% 2,896,000 0   

朱斌 境内自然人 0.32% 2,600,000 0   

张治中 境内自然人 0.27% 2,150,000 0   

王乾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992,900 0   

王经文 境内自然人 0.23% 1,860,7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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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现生 59,742,654 人民币普通股 59,742,654 

韩录云 17,637,685 人民币普通股 17,637,685 

郭书生 10,741,965 人民币普通股 10,741,965 

宋全启 10,717,778 人民币普通股 10,717,778 

陶文涛 3,0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5,000 

河南银企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8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6,000 

朱斌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张治中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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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平 1,9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900 

王经文 1,860,723 人民币普通股 1,860,7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郭现生和韩录云系夫妇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郭现生和郭书生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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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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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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报表项目  变动金额（元）  

增减比例

（%） 
原因 

1  货币资金  500,341,737.16  36.1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2  预收款项  48,496,432.89  44.38% 主要是收到的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3  应付职工薪酬  -51,117,396.70  -62.81%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上期未付工资所致。 

4  长期借款 50,000,000.00  55.74% 主要是子公司矿建公司融资增加所致。 

5  营业收入  -251,077,847.56  -58.06% 
主要是子公司林钢公司限产及母公司交货周期长影

响收入所致。 

6  营业成本  -190,152,935.11  -57.98%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相应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7  税金及附加  -1,973,776.70  -37.29%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相应税金减少所致。 

8  销售费用  -7,094,763.03  -81.91% 主要是公司营业收入减少，相应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9  财务费用  -13,350,189.22  -36.70% 
主要是同期相比，短期借款减少，同时融资成本有

所降低。 

10  投资收益  2,607,702.89  461.43% 主要是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1  营业外收入  1,617,690.41  262.38% 主要是子公司朗坤公司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12  营业外支出  -425,093.50  -48.54%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支付滞纳金所致。 

13  所得税费用  -1,833,632.58  -59.07% 
主要是上期矿建公司收入和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

增加。 

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7,031,508.15  -65.55% 主要是上期收到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113,316,735.47  -40.28% 主要是上期支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1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52,997,953.73  213.15% 主要是本期支付了上期未付工资所致。 

17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310,913.39  -84.01% 主要是上年度同期收入较多，支付税款较多所致。 

1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4,509,075.28  45.61%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1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6,414,802.68  -72.23% 主要是上期支付的设备款所致。 

20  投资支付的现金  -39,2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期投资子公司成都天科公司所致。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2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5,849.37  -100.00%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成都天科公司支付所致。 

22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40,808,246.25  -46.97% 主要是上期偿还短期借款较多所致。 

23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22,973,169.08  -52.47%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支付利息所致。 

24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86,533,976.84  127.88% 主要是支付的银行保证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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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收到河南省科学技术厅、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联

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84100003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报告期，公司收到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

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证书编号：GR201841000032）。 

2019 年 03 月 1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重机：关

于公司获得三级保密资格证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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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郭现生、

韩录云、

宋全启 

避免同业

竞争及减

持 

1、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郭现生、

韩录云承诺： 除林州重机之外，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下

属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

事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2010 年 10

月 29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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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若公司股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则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将

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受本人控

制的除林州重机之外的任何企

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会：（1）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或

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益；

（2）以任何形式支持林州重机

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他人从事

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目前

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凡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及其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

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

会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及其下属企业会将该等商业

机会让予林州重机。本人同意承

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造成的

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宋全启

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

其下属企业目前没有以任何形

式从事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

司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

活动。若公司股票在深圳交易所

上市，则本人作为公司董事和持

股 5%以上的股东，将采取有效

措施，并促使受本人控制的任何

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会：（1）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

何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的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

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权益或利

益；（2）以任何形式支持林州重

机及其控股公司以外的他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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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目

前或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凡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

企业及其下属企业有任何商业

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会与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

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

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会将该等商

业机会让予林州重机。本人同意

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

给林州重机及其控股公司造成

的一切损失、损害和开支。2、

股份锁定：公司实际控制人郭现

生、韩录云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此

外，郭现生、韩录云作为公司董

事承诺：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3、股份锁定：公司股东宋

全启作为公司董事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上述承诺期限

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4、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为了防止和避免公司

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

利益情况发生，公司实际控制人

郭现生、韩录云，以及实际控制

人郭现生、韩录云之子郭浩、郭

钏已就规范关联交易出具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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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保证尽可能

避免与林州重机发生关联交易，

如果未来本人及控制的企业与

林州重机发生难以避免的关联

交易，本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和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林州重机和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 

股权激励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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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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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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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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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会计报表。 

二、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原稿。 

三、以上文件均齐备完整、并备于公司证券部以供查阅。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现生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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