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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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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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股份 60026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德明 田凤玲 

电话 0472-2642210 0472-2642244 

办公地址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北方股份大厦 

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北方股份大厦 

电子信箱 cdm@chinanhl.com tfl@chinan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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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039,334.45 2,052,197,759.69 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46,506,736.73 1,152,297,290.67 -0.5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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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0,947,404.95 -178,117,830.83 -108.26 

营业收入 520,313,519.21 619,750,889.08 -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451,664.84 69,128,068.25 -5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506,172.12 44,519,507.48 -4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4 6.35 减少3.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74 0.4066 -58.8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74 0.4066 -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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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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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32.26 54,841,499 0 无 0 

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5.16 42,780,000 0 无 0 

曲峻葳 境内自

然人 

2.12 3,596,189 0 无 0 

张立伟 境内自

然人 

1.49 2,530,789 0 无 0 

赖宏燕 境内自

然人 

1.38 2,346,200 0 无 0 

郎红宾 境内自

然人 

1.25 2,120,000 0 无 0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恩添富 7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4 2,113,080 0 无 0 

于雪丽 境内自

然人 

0.83 1,406,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1,288,823 0 无 0 

毕克涛 境内自 0.66 1,124,81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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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特沃（上海）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情况。2、其余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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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高质量、领先型、

国际化”三个着力点，专注核心竞争能力提升。报告期内，围绕 2019 年经营计划，积极稳妥推进

以下工作： 

1、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兵器工业集团

党组和北重集团党委的决策部署，切实发挥了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基层组织建

设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保障有力。 

2、技术研发稳步推进。两台 NTE240 无人驾驶矿用车实现销售。矿用车远程健康诊断服务平

台上线，矿用车运行部分数据实现远程传输及监控，远程监控手机端应用进入开发阶段。系列车

型的定制化改进、配套工艺编制、试验检测及专项质量提升工作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3、积极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与能源类中央企业紧密合作，通过他们的“走出去”战略带动矿

用车出口的方式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业市场。采取“借船出海”和“融资出海”的方

式，积极推进国际化拓展。 

4、不断推进定制化后市场服务模式，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化服务诉求。依托矿用车远程

健康诊断平台，推动服务标准化、专业化。在国内属地化模式的基础上，全力实现国外基地维修

服务突破。 

5、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构建大制造系统组织模式，打破信息、库房、计划等部门思维及职能

边界，积极推进均衡、高效和柔性生产。持续推进战略采购模式，重点突破和控制供应链整合提

升核心部件和渠道。以红线思维和底线意识抓好质量大闭环管理。ERP 系统推行 MRP 模式上线，

生产效率与生产计划准确性进一步提升。全面预算管理、安全标准化、制度和流程优化得到有效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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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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

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以下合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规定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公司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召开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

及六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原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

核算的项目转为在“交易性金

融资产”中核算，涉及金额为

￥7,750,000.00 元。 

根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 

执行财政部文件 报表项目变换，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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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