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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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普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周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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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598,899.45 1,001,851,145.30 -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67,094,270.07 441,738,127.21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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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91,769.96 2.39% 952,619,667.28 4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349,875.98 1,849.98% 26,650,947.20 5,17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84,108.46 3,570.77% 25,119,675.56 66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4,727,290.04 -215.87% -61,549,369.29 -171.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18 1,846.88% 0.3569 5,148.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18 1,846.88% 0.3569 5,14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1.91% 5.86% 5.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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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421.61 
转让子公司产生收益及处置车

辆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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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360.57 

当期收到的“营改增”过渡性财

政扶持资金及当期递延收益的

摊销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7,420.01 收取客户的资金占用费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82,301.00 
以前期间单独计提的其他应收

款坏账准备转回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04,294.96 对外捐赠、补提诉讼费用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7,9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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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003.77  

合计 1,531,27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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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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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顺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99% 33,600,000 0 质押 11,500,000 

王普宇 境内自然人 4.30% 3,210,000 2,407,500   

白炳辉 境内自然人 2.28% 1,700,000 0   

海通开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4% 1,000,000 0   

皖江（芜湖）物

流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980,375 0   

赵素菲 境内自然人 1.13% 843,750 843,750 质押 843,739 

饶国兵 境内自然人 0.80% 600,000 0   

王连仲 境内自然人 0.78% 583,537 0   

辛幸明 境内自然人 0.74% 550,000 0   

李凤云 境内自然人 0.62% 4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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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600,000 

白炳辉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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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皖江（芜湖）物流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980,375 人民币普通股 980,375 

王普宇 8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2,500 

饶国兵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王连仲 583,537 人民币普通股 583,537 

辛幸明 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 

李凤云 4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000 

陈琴香 24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王普宇先生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普宇先

生持有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13%的股权，是新疆天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以及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饶国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600,000 股，

比例为 0.80%；王连仲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583,537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583,537 股，比例为 0.78%；李凤云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5,000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65,000 股，比例为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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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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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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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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9日收到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寄达的开庭传票[案号:

（2017）新01民初117号，以下简称“本案”]。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诉本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已于2017年2月7

日获得法院立案受理。2018年10月8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寄达的民事判决书[（2017）新

01民初11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西部绿洲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合同纠纷案件，

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1.确认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升支行、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昊融实业有限公

司于2015年6月26日签订的《仓单质押监管协议》合法有效。2.被告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三人新疆昊融实业有

限公司质押的仓单项下减少的钢材数量7,550.98 吨价值（以库存钢材处理时变现价格为准）范围内，对第三人新疆昊融实业

有限公司库存的8,953.02 吨钢材优先清偿《汇票承兑合同》项下的2,800万元债务不足部分向原告西部绿洲国际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原告西部绿洲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对公司业绩存在或有影响，但本

案给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取决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具体执行情况，本次判决结果目前对本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

确定性。 

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2月13日、2017年3月20日、2017年8月19日、2017年8月25日、2017年9月29日、

2018年1月13日、2018年1月27日、2018年10月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重大诉讼公告》

（2017-001）、《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06）、《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54）、《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61）、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7-064）、《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8-008）、《重大诉讼进展公告》（2018-011）、《重大

诉讼进展公告》（2018-071）。同时公司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已对上述事项计提预计负债365.60万元。截至本报告期，本案

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重大不利影响。鉴于本案对业绩的或有影响，公司将继续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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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64.76% 至 536.89%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700 至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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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80.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致

使毛利有所增长；2.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为利息支

出及贴现费用同比有所下降所致；3.同比政府财政扶持资金增加，致使其

他收益有所增加；4.转让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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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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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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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8月 2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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