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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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向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于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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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2,809,213,269.88 13,578,480,168.07 13,578,480,168.07 -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18,322,471.39 6,557,727,711.19 6,557,727,711.19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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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068,812.57 -27.52% 3,533,595,951.15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329,209.67 -91.81% 71,930,296.58 -7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57,816.98 -92.28% 66,909,994.97 -5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60,872,454.90 -4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 -92.93% 0.110 -8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 -92.93% 0.110 -8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95.49% 0.81% -86.7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对 2017 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如下：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33,811,013.27 元，调增年初其他综合

收益 33,811,013.27 元。以上会计差错更正对年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总资产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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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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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3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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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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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损益 148,616.3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950,96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078.6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83,429.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03,192.41 

合计 5,020,3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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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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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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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钢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23% 151,637,233 151,414,333   

河北宣工机械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8% 70,369,667    

天津物产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8% 62,501,139 62,501,139 质押 62,499,000 

余斌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78 

林丽娜 境内自然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质押 39,37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3% 39,370,078 39,370,078   

国泰君安君享宣

工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5.43% 35,433,070 35,433,070   

新余市诺鸿天祺

投资中心(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 28,154,155 27,559,055 质押 28,10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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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 

长天(辽宁)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24,827,607 24,827,607 质押 24,827,607 

北信瑞丰点石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62% 23,622,047 23,6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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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70,369,667 人民币普通股 70,369,667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

司 
21,61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11,100 

胡明安 9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956,300 

黄彩霞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陈利源 767,101 人民币普通股 767,101 

魏淑英 6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686,100 

时丽琳 6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640,400 

新余市诺鸿天祺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5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595,100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

有资金 
568,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8,600 

江庆振 51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河钢集团与宣工发展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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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指标：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货币资金   2,915,136,285.82  4,288,882,506.75  -32.03% 

其他应收款     160,765,675.16       31,631,877.42  408.24%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393,795,944.30      612,609,654.41  -35.72% 

其他应付款     784,996,350.51      572,943,271.41  37.0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7,474,933.84  751,175,220.58  -97.67% 

长期借款     112,211,383.55  16,551,000.00 577.97% 

其他综合收益    -464,179,838.34  -219,033,288.69  -111.92%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变动幅度 

管理费用  533,122,314.22   264,378,327.23  101.65% 

财务费用     -42,984,560.70       56,738,388.08  -175.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30,296.58   299,886,573.54  -76.0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49,062,620.87       76,529,019.54  617.4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52,633,715.86  162,947,850.33  300.52%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83,581,305.27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949,278,261.47    1,784,041,704.24  -46.7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92,574,607.46       15,165,890.26  1169.79% 

1. 货币资金较年初大幅减少，主要是因为兰特汇率的下降及本年度偿还部分借款； 

2.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是PMC公司应收FNB银行利息以及代垫款项增加； 

3. 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较年初下降，主要是PMC公司对供应商欠款进行了偿付； 

4.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主要是四联香港公司开展铁矿石购销业务，收取河钢新加坡公司保证金增加；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大幅下降，主要是四联香港公司本年度偿还了国开行借款； 

6. 长期借款较年初大幅增加，主要是PMC公司为新建冶炼厂向股东IDC借款； 

7. 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大幅减少，主要是南非本位币兰特汇率较期初贬值； 

8.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PMC公司职工年薪上涨以及设备老化导致的维检支出增加； 

9.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主要是因偿还部分借款使得利息支出有所减少； 

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主要是今年PMC公司因设备更新支出、铁路等运费及职工薪酬支付

增加，导致成本费用的上升； 

1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多，主要是四联香港公司收取河钢新加坡公司保证金增加； 

1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PMC公司的职工年薪上涨； 

13.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是去年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而今年未有该事项； 

14.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宣工母公司借款规模同比大幅下降； 

1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本年度PMC公司向少数股东IDC进行了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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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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四联资源（香港）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已于近期全部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其

持有的四联资源（毛里求斯）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手续随之解除。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并解除股权质

押的事项 
2018 年 10 月 31 日 20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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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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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未提供任何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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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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刘键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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