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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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颜广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培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黄培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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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158,185.11 1,115,395,528.17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7,683,708.94 619,963,875.58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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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45,316.79 15.24% 492,137,164.73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532,550.71 173.84% 77,719,833.36 17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21,748.38 154.13% 40,989,885.50 4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6,119,183.26 7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 178.57% 0.172 177.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 178.57% 0.172 177.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1.47% 11.80%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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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5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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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999.32  

债务重组损益 48,622,988.3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57,641.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156.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495,782.87  

合计 36,729,947.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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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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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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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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74% 138,816,000 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2,586,309 0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

和日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4,572,536 0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东方新

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1% 4,121,435 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76% 3,417,800 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975,000 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6% 2,974,010 0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2,950,684 0   

胡客满 境内自然人 0.60% 2,706,400 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汇富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56% 2,54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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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38,8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816,000 

新疆硅谷天堂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586,309 人民币普通股 22,586,309 

宁夏宁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金丰 4,572,536 人民币普通股 4,57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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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东方新

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21,435 人民币普通股 4,121,435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富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41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7,800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2,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5,000 

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974,010 人民币普通股 2,974,010 

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2,950,684 人民币普通股 2,950,684 

胡客满 2,7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6,4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汇富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2,548,540 人民币普通股 2,548,5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天物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物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市新濠汽车投资

有限公司为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胡客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26,4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7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706,4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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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 期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3,818,767.18 2,450,103.07 55.86%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交电费

较上年年末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051,721.46 2,588,370.64 95.1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尚未验证

的待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12,120.12 15,008,888.98 -75.9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内江峨柴

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债务重组导致暂

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6,736,060.16 96,419,581.42 72.9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子公司预付设备款

所致。 

短期借款 — 20,000,000.00 -10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偿还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紫荆支行借款

所致。 

预收款项 134,613.15 619,489.39 -78.27%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55,350.37 7,963,211.55 -75.45% 
主要原因系公司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

本期发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72,924,112.40 32,207,337.44 126.4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末子公司应付融资

租赁款未来12个月内到期部分增加所

致。 

长期应付款 49,526,114.50 29,058,188.47 70.4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新增应付

融资租赁款所致。 

预计负债 3,919,617.25 91,784,963.63 -95.7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内江峨柴

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债务重组致使预

计负债减少。 

递延收益 16,367,830.74 5,638,664.06 190.2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的政

府补助较期初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421,031.94 — —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投资成立

合资公司产生少数股东投入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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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5,781,853.47 2,432,940.78 137.65%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融资租赁

金额增加导致支付的融资租赁利息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66,295.81 -197,171.76 488.6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计提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以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其他收益 1,958,999.32 45,000.00 4253.3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确认与经营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9,583,420.88 468,856.19 1944.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9,458.96 — —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处置旧设

备损失所致。 

营业利润 49,744,041.54 36,264,216.77 37.1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增加及销售毛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683,237.16 450,324.61 10710.7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内江峨柴

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实施债务重组产生的

债务重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7,046.79 1,189,324.59 -68.3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对外捐款

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98,050,231.91 35,525,216.79 176.0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产生债务

重组利得及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409,366.61 7,473,662.93 173.0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内江峨柴

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因债务重组产生的收

益导致税前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77,640,865.30 28,051,553.86 176.7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产生债务

重组利得及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119,183.26 48,409,212.53 77.90%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银行保证金

退回及缴纳增值税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983,078.08 -190,772,712.30 36.06%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未购买理财

产品及购置固定资产支付现金增加综合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48,673.11 38,043,450.36 -92.77%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内江峨柴

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债务重组支付现金及

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综合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3,115,221.71 -104,320,049.41 68.26%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综合产生的影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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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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控股股东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物机电”）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于2017

年10月24日开市起停牌。经与各方论证，控股股东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于2017

年11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本公司拟向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江鹏翔”）股东浩物机电和天津市浩诚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内江鹏翔1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本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七届二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七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并于2018年6月13日召开二〇一八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本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召开

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议案。为保证本次

交易的审计及审阅报告处于有效期内，本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召开八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和八届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加期后的审计和审阅报告。 

2018年8月24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2018年9月12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2018

年9月28日进行了回复。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

查询索引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曲轴”）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2018 年 6 月 25 日，金鸿曲轴于与中远海运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

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金鸿曲轴使用资产原值为 24,426,371.05 元人民币的部分

生产设备与中远海运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总金额为 24,400,000

元人民币。 

2018 年 06 月 21 日、

2018 年 06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鸿曲轴与德国 Feuer Powertrain GmbH & Co. KG（以下简称

“Feuer Powertrain”）设立福伊尔动力曲轴（四川）有限公司（中文）、Feuer 

Powertrain Crankshaft (Sichuan) Co., Ltd.（英文）（以下简称“福伊尔公司”）。福伊

尔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金鸿曲轴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占福

伊尔公司注册资本的 50%；Feuer Powertrain 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欧元），

占福伊尔公司注册资本的 50%。福伊尔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 5 日办理完毕工商

登记手续，并取得内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8 年 06 月 27 日、

2018 年 07 月 06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的议案》。本公司将注册地址变更至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汉渝

大道 1558 号，并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内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18 年 06 月 28 日、

2018 年 07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本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福伊尔

动力曲轴（四川）有限公司拟与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高端曲轴生

产线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2018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福伊尔公

司与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高端曲轴生产线项目投资协议书》，福

伊尔公司拟投资 3 亿元人民币在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高端曲轴生产线”

项目。 

2018 年 08 月 28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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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2018 年 9 月 5 日，金鸿

曲轴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签订《融资回租

合同》。金鸿曲轴使用资产原值为 22,321,984.51 元人民币的部分生产设备与海通

恒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总金额为 25,000,000 元人民币。 

2018 年 06 月 21 日、

2018 年 09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2018 年 9 月 13 日，金鸿

曲轴于与中远海运签订《融资租赁合同》。金鸿曲轴使用资产原值为 21,879,618.90

元人民币的部分生产设备与中远海运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总金

额为 25,500,000 元人民币。 

2018 年 06 月 21 日、

2018 年 09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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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确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8,100.00 4,709.52 增长 7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0 增长 8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1、本公司子公司内江峨柴鸿翔机械有限公司因实施

债务重组产生的债务重组利得致使本公司营业外收入大幅增加。2、本公司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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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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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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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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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 

2018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 

2018 年 09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回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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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广彤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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