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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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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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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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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7,370,865.17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3,424,189.08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342,418.91 元，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2,684,837.82元。

加上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截至 2016年底，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6,002,344.50 元 。 

由于矿用车市场景气度低，公司为了降本增效，压缩贷款，补充流动性，增加运营资金。另

一方面为了开拓市场，加大新产品研发以及老产品改造力度。董事会提议：公司本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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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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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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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472-2642210 0472-264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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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以下简称“矿用车”）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同时

提供矿用车备件、维修承包及劳务服务等。公司拥有 TR 系列载重 28—92 吨机械传动矿用车（含

矿用洒水车）、NTE 系列及 MT 系列载重 136—320 吨电动轮（电驱动）矿用车，产品广泛应用于

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行业。  

（2）经营模式 

公司经营模式采取“设计+生产+销售”全方位型。公司技术中心拥有先进的矿用车研发设计

能力，是国地联合矿用车工程研究中心；公司具备年产 1000 台（以 TR50 当量计算）矿用车的生

产能力，形成了由总装车间、机加车间、结构件车间、电动轮车间、液压缸车间五大主体车间组

成的生产制造体系；公司拥有自主的产品销售体系，采用直销为主、代理商销售为辅的销售模式，

还拥有完善的服务体系，独立完成产品的服务保障、备件供应、维修承包及工程承包等业务；并

成立维修及再制造中心，实现了生产能力在“后市场”领域的延伸和运用。 

（3）本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上市

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属行业为“C35 专用设备制造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51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之“3511 矿山

机械制造”。 

公司矿用车具有大产品小市场的特点，主要应用在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行业的大

型露天矿山。矿用车需求量与矿产资源行业景气度密切相关，全球尤其是中国钢铁、煤炭、有色

金属等资源价格下降，极大地延缓了资源开发的进度，也直接导致矿用车需求量的大幅度下滑。

此外，矿用车行业属于完全竞争性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全球矿用车行业已形成“5+3”的竞争格局，

国外厂家有卡特彼勒、小松、日立、别拉斯、利勃海尔，国内厂家有徐工、三一、北方股份。近

几年，世界矿用车巨头纷纷将目标转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市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分界

被完全打破，国内市场国际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2014年 



增减(%) 

总资产 2,092,012,477.78 2,713,685,486.30 -22.91 3,254,912,644.82 

营业收入 883,047,829.96 990,334,459.62 -10.83 1,479,741,460.9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370,865.17 -162,000,529.79 不适用 124,654,503.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49,664.51 -184,230,808.42 不适用 63,422,018.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14,023,108.58 994,588,389.69 1.95 1,195,761,289.1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09,210,240.50 131,831,261.52 134.55 171,281,476.2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95 不适用 0.7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95 不适用 0.73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72 -14.53 增加16.25个百

分点 

10.8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94,707,993.76 186,743,032.84 258,707,618.41 342,889,18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3,700.98 1,628,369.18 4,549,721.28 20,206,47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296,377.22 720,380.41 10,333,608.74 -2,807,276.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94,355.38 159,282,604.23 -16,973,471.82 71,406,752.7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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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9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317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份

数量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0 54,841,499 32.26 0 质押 25,850,000 国有

法人 

TEREX EQUIPMENT 

LIMITED 

0 42,780,000 25.16 0 无 0 境外

法人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安盈麒瑞

3号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176,891 3,176,891 1.87 0 无 0 其他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爱建民

生汇鑫 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523,217 2,523,217 1.48 0 无 0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兴和 1期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29,841 2,129,841 1.25 0 无 0 其他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方正东

亚·百华 13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088,300 2,088,300 1.23 0 无 0 其他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铁信

托·民生银行朝阳

1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971,990 1,971,990 1.16 0 无 0 其他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北方信

托舞象 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28,658 1,728,658 1.02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国防军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300,000 1,700,000 1.0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七组合 

0 1,499,920 0.8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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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EX EQUIPMENT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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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数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通过强化成本费用管控，不断提升

公司精益管理水平。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8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83%。营业成

本 6.8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09%。三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较上年同

期下降 22.99%。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6 年，公司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

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

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①税金及附加 6,311,487.51 元②管

理费用  -6,311,487.51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 1家，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