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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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533,935,906.77 22,038,382,607.56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37,424,744.62 8,807,023,331.02 7.1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96,763,801.80 -27.39% 6,677,221,513.11 -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4,430,867.90 43.71% 917,380,866.17 8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2,895,007.12 27.39% 893,473,182.52 7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84,679,036.55 8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 42.55% 0.23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 42.55% 0.23 7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0.65% 9.90%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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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7,1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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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7,758.6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9,676,321.1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854,306.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57,558.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03,492.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28,808.44  

合计 23,907,68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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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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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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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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 1,124,575,994 

质押 1,322,4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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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91,9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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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85,43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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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7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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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72,58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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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61,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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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35,984,872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

华鑫信托·184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33,92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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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1% 24,44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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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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57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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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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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19,180 人民币普通股 91,9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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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34,415 人民币普通股 85,434,415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7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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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83,017 人民币普通股 72,58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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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20,626 人民币普通股 61,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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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84,872 人民币普通股 35,984,872 

华富基金－民生银行－华鑫国际信托－华鑫信托·184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3,929,925 人民币普通股 33,929,92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4,442,637 人民币普通股 24,44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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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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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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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类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预付款项  343,411,735.54   242,457,031.34  41.64%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80,046,462.56   263,544,447.00  44.21% 主要是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33,881,217.48   210,583,457.18  390.96% 主要是存单质押重分类 

长期应收款  -     12,413,693.14  -100.00% 主要是本期收回长期应收款 

负债类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长期借款  263,433,333.40   783,383,333.41  -66.37% 主要是偿还到期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167,507,609.43   293,828,894.70  -42.99% 主要是偿还到期融资租赁款 

损益类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营业成本  1,223,034,591.58   2,010,249,884.99  -39.16% 主要是本期贸易业务减少 

研发费用  53,506,102.78   12,024,743.07  344.97%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817,509.65   -19,490.45  -19486.56% 主要是收回应收款项，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 

其他收益  5,739,018.01   -    100.00% 主要是本期补助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56,997,673.10   21,220,271.02  168.60% 
主要是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587,660.00   -14,492,420.00  61.44% 
主要是子公司煤炭期货业务期末公允价值变

动 

资产处置收益  -1,471,968.74   -20,876.20  -6950.94%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2,951,428.13   5,280,621.88  -44.11%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动调整科目所致 

营业外支出  677,965.06   3,395,958.25  -80.04%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现金流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84,679,036.55   926,667,406.55  81.80%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中现金支付减少，票据

支付增加；同时根据财税〔2018〕80号文件

收到退回的留抵退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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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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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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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6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5月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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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3）。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7,88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8%，最高成交价为3.2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70元/股，成交金额为23,265.6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8），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

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取消原募投项目并将原计划用于“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

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的募集资金187,481.22万元分别用于“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40万吨/年精

品小苏打项目”出资33,000.00万元及“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粗煤气和净化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出资

80,191.80万元。本次未做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74,289.42万元，公司将积极挖掘具有更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项

目，一旦新的投资项目确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相应审议和披露程序，并尽快实施新的投资项目，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

年7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终止原募投项目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3）。 

3、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根据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8年7月2日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向19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948万股，授

予日为2018年7月2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7月2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8]02190003号）。公司通过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从激励对象收到募集股款人民币15,452,400.00元，增加

股本人民币9,48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5,972,400.00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976,652,992.00元。本次

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8年8月22日。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8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4）。 

4、对外扶贫捐赠 

公司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扶贫捐赠的议案》，公司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助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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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搭建产业扶贫平台，利用产业带动的方式助力地区政府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根据实际情况，公司控股子

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扶贫捐赠，合计捐赠金额不超过3,000.00

万元。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8年9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扶贫捐赠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85）。 

5、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多用途尿素项目投料试车 

2018年9月11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多用途尿素项目投料试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80）。公司控股孙公司兴安盟博源化学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

多用途尿素项目”，经过单体试车和联动试车，已顺利打通全部流程，生产出尿素产品，项目进度基本符合公司

项目建设安排，后续公司将根据工艺情况，不断对装置进行调整优化，逐步实现项目达产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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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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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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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有） 

末净资

产比例 

华泰期

货 
无 否 

商品期

货 
9,050.6 

2018 年 01

月 01 日 

2018 年 09

月 30 日 
9,050.6 3,795.99 2,482.7  0  

2,426.4

2 

海证期

货 
无 否 

商品期

货 
0 

2018 年 01

月 01 日 

2018 年 09

月 30 日 
0 6,111.5 7,361.03  0  

-2,603.4

2 

永安期

货 
无 否 

商品期

货 
0 

2018 年 01

月 01 日 

2018 年 09

月 30 日 
0 1,942.97 1,959.85  0  -187.82 

合计 9,050.6 -- -- 9,050.6 11,850.46 11,803.58  0 0.00% -364.8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16 年 06 月 01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

等） 

公司投资的甲醇、动力煤期货业务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投资前，公司按照已制订的套期保

值方案，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动力煤、甲醇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属于成熟品种，交

易所具有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并担保履约责任，不存在信用风险，主力合约成交活跃，

流动性风险小；公司严格按照《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要求操

作，严控内部流程，防范操作风险；业务操作过程中，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防范法律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已投资的衍生品本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795.23 万元，衍生品交易集中在期

货交易所交易，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高，成交活跃，流动性强，成交价格和结算价格能充

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期货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2、公司已就参与期货交易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及《期货业务管理制度》；3、

公司期货交易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甲醇、动力煤产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将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作为公司有效防范和化解甲醇、动

力煤产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

施，提高经营水平，有利于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经营效益。公司参与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是

必要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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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7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远兴能源：2018 年 7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报告期内接待投资者电话沟通 80 余次，主要咨询公司报告

期业绩情况、公司经营情况、行发展状况、股权激励情况、

股份回购、股价变动情况等。未提供材料。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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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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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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