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ST 天马                           公告编号：2019-146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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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武剑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莹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莹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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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2,872,344.64 7,787,609,483.50 -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89,338,581.24 3,210,964,608.7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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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50,773.04 -57.78% 883,438,879.44 -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0,666,928.89 -144.42% -562,048,778.08 -17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2,594,984.92 -97.24% -454,379,718.66 -80.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266,491.78 -38.64% -59,152,750.60 84.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94 -144.32% -0.4731 -173.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94 -144.32% -0.4731 -17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4% -6.91% -19.05%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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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562.82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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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8,791.27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2,569,135.85 关联方借款利息收入 

债务重组损益 -5,200,000.00 债务重组损失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57,076,219.31 违约赔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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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26,277,836.25 
处置金融资产及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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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7,324.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416,973.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3,143.34  

合计 -107,669,05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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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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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7% 356,000,000 0 

冻结 356,000,000 

质押 356,000,000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9% 148,413,061 0 质押 95,040,000 

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1% 52,443,552 0   

王芳芳 境内自然人 1.59% 18,836,800 0   

卜长海 境内自然人 1.57% 18,660,000 0   

谭桂芳 境内自然人 1.51% 17,995,100 0   

沈高伟 境内自然人 1.47% 17,515,800 0   

中投发展（深圳）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 15,000,001 0   

马全法 境内自然人 1.16% 13,792,717 0   

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5% 11,26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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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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0,000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8,413,061 人民币普通股 148,413,061 

深圳市中奇信息产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2,443,552 人民币普通股 52,443,552 

王芳芳 18,8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36,800 

卜长海 18,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60,000 

谭桂芳 17,9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95,100 

沈高伟 17,51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15,800 

中投发展（深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5,0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1 

马全法 13,792,717 人民币普通股 13,792,717 

齐齐哈尔市国有资产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是马全法

先生的弟弟，是沈高伟先生的姑父。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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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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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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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1,834,569.84 103,978,109.86 122.96% 
主要系新增子公司货币资金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42,236,946.41 3,264,581,363.13 -49.70% 
主要系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款按计划偿还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6,049,540.60 - 

 

主要系公司本年增加权益性投

资所致 

在建工程 35,071,707.18 50,991,241.39 -31.22% 
主要系子公司南京天马在建厂

房转固所致 

无形资产 200,245,828.19 135,288,388.49 48.01% 
主要系本期新增子公司持有的

著作权所致 

商誉 650,887,800.19 2,649,469.39 24466.72% 
主要系公司发生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1,382,443.20 150,009,321.04 147.57% 主要为公司预付投资款所致 

短期借款 - 36,000,0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本期已偿还借款所

致 

应交税费 23,691,487.61 12,370,732.76 91.51%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子公司预

提三季度所得税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19,269,673.03 317,372,665.72 -30.91%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688,456.80 5,688,456.80 87.90% 
主要系齐重数控收到政府补助

资金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814,017,265.73 574,938,478.95 41.58% 
主要系公司诉讼事项计提违约

金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18,050,773.04 516,509,170.79 -57.78% 主要系轴承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98,302,485.20 469,120,819.66 -57.73% 主要系轴承业务成本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2,823,304.48 1,497,770.81 88.50%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导

致相关附加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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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11,204,091.27 7,972,845.75 40.53% 
主要系齐重数控重大专项项目

结题结转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284,608.98   -     主要系按新金融工具准备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541,042.09   -     主要由本期报表项目重分类导

致 

营业外支出 
 101,559,986.85   16,363,055.07  520.67% 主要系诉讼事项产生较大违约

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7,542,920.60   1,677,562.59  -549.64% 主要系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及资产减值损失产生递延所得

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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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等主体应偿还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截至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等主体应偿还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86,905.20万元。详细情况请见本

报告“第三节 重要事项”之“七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常性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浙民终298号《民事判

决书》，因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因与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判决公司应偿

还原告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借款7,682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8,369,273.5元，并自2018年12

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借款本金7,682万元，按年利率24%计算向原告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支付违约金，限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按照《民事判决书》以及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实际控制人徐

茂栋以及徐州睦德公司的承诺，承诺方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20日内即不迟于2019年10月23日以货币或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等效方式对相应还款金额予以清偿。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还

款金额。公司后续将继续积极与承诺人沟通并督促承诺人尽快履行足额偿还义务，公司也将按照后续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及违规借款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共计9起，涉及主债权本金金额33,000.00万元，已全部提起诉讼；公司违

规借款事项共计10起，涉及金额49,019.75万元，其中已提起诉讼9起，涉及金额42,019.75万元。  

3、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公司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因与湖北天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违约一案，其持有的公司

部分股票250,97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13%，占喀什星河持有本公司股份的70.50%）于2019年10月10日

10时起至2019年10月11日10时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恩施中院”）京东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人徐州乾顺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乾顺承”）以最高

应价人民币 499,868,160.00元竞得拍卖标的“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0,973,000股股票”。根据湖北恩施中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等有关

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方应于2019年11月11日17时前一次性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并在缴纳尾款后7日内凭付款

凭证及相关身份材料原件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领取裁定书及拍卖款收款收据，启动

拍卖标的物交付、过户手续。因此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股权被司法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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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90%股权（以下简称“成都天马90%股权”）于2019年10月18日12时起

至2019年10月19日12时止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公开

拍卖活动，该次拍卖活动因无人出价而流拍；2019年10月22日，浙江高院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再次发布

《拍卖公告》，成都天马90%股权将于2019年11月6日12时至2019年11月7日12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二次公

开拍卖。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本次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5、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

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暂未收到有关本次调查的相关处理决定书。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该

事项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收到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 

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徐州睦德自愿出具的《承诺函》，承诺在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

期内，标的资产于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日的公允价值不低于本次收购时的初始账面值的90%（即24,667.632万元，

含本数）。该等安排原则上符合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7、诉讼事项 

（1）报告期内新增1例诉讼事项：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了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

（2019）粤0391民初3161号《起诉状》、《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深圳前海汇能就与公司

等8名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公司返还其借款本金人民币2,500万元及逾期利息。

本案因违规借款引起，公司将积极应诉，目前尚未开庭审理，该案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法定论，但对公司

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2）前期诉讼事项进展：  

1）与孔建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浙0102民初3229

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已提起上诉；  

2）与向发军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27132

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已提起上诉；  

3）与蒋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2685号《民

事判决书》，公司已提起上诉；  

4）与佳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纠纷案：公司于报告期内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

号为（2018）京03民初477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已提起上诉；  

5）与申请人广州艾德商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合同纠纷案：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报告期内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送达的案号为（2019）京仲裁字第1552号《裁决书》，杭州天马星河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于2019年10月16日与广州艾德商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达成了和解意向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6）与卜丽君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公司于本报告出具日期前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

（2018）京01民初673号的《民事判决书》，公司已提起上诉；  

7）与原告孔世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于本报告出具日期前收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案

号为（2018）浙0108民初2942号《民事判决书》，公司拟于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  

8、新增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求及2019年上半年业务经营的实际发生金额，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成都天马与关

联方成都精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购买/销售商品），预计总金额由46,000万元增加至65,000万元，即

新增额度19,000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次会议及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为促进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公司为其提供不

超过3000万元银行借款的担保。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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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实际控制人等承诺人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 

因公司及相关方与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于2019年6月25日收到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由于该案件是由违规借款引起，按照《民事判

决书》与公司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和徐州睦德共同出具的一系列承诺函，控股股东、实

际控人及徐州睦德应在不迟于2019年10月23日以货币或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等效方式对相应

还款金额予以清偿。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承诺方仍未履行相应还款义务。公司后续将继续积极与承诺人沟通并

督促承诺人尽快履行足额偿还义务，公司也将按照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00）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公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02） 

关于 2019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15）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14） 

关于收到《起诉状》、《传票》等法律文书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22） 

收到徐州睦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2）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4） 

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 90%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9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6）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公告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9）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

司 90%股权拟被司法拍卖的预先报告书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马 90%股权将被再次司法拍卖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44） 

关于收到(2019)最高法民终 437 号《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07） 

关于收到(2018)浙 0102 民初 3229 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10） 

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21） 

关于收到(2018)京 03 民初 477 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33） 

关于收到(2018)京 01 民初 673 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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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9-140） 

关于收到(2018)浙 0108 民初 2942 号《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43） 

关于实际控制人等承诺人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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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

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

期末违规

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

时间（月

份） 

北京星河

世界集团

有限公司

（债权方：

北京佳隆

房地产开

发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20,000 6.23% 
无限连带

责任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20,000 6.23% 待定 20,000 待定 

霍尔果斯

食乐淘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债

权方：杭州

方西投资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6,000 1.87%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6,000 1.87% 待定 6,00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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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怡乐无限

信息技术

（北京）有

限公司（债

权方：徽弘

商业保理

（深圳）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3,000 0.93%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3,000 0.93% 待定 3,000 待定 

星河互联

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

方：信融财

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800 0.25%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800 0.25% 待定 800 待定 

霍尔果斯

苍穹之下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债权方：

信融财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800 0.25%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800 0.25% 待定 800 待定 

北京星河

赢用科技

有限公司

（债权方：

信融财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600 0.19%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600 0.19% 待定 600 待定 

拉萨市星

灼企业管

理有限公

司（债权

方：信融财

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600 0.19%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600 0.19% 待定 600 待定 

喀什星河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

股东 
600 0.19%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600 0.19% 待定 600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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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方：

信融财富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

食乐淘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债

权方：信融

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实际

控制人控

制的公司 

600 0.19% 
连带责任

担保 

债务期限

届满之日

起二年 

600 0.19% 待定 600 待定 

合计 33,000 10.29% -- -- 33,000 10.29% -- --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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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增

占用金额 

报告期偿还

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方

式 

预计偿还金

额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喀什星河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17 年、

2018 年 

以支付投资

款项、预付

采购款、商

业实质存疑

的关联交易

等形式的资

金占用 

207,841.34 2,926.65 134,906.99 75,861 
现金清偿;

其他 
75,861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2022

年 4 月 

喀什星河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19 年 违规借款  11,044.2  11,044.2 
现金清偿;

其他 
11,044.2 

2019 年 10

月 

星河互联

集团有限

公司 

2017 年 资金拆借 13,113.39 181.37 13,294.76     

霍尔果斯

苍穹之下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17 年、

2018 年 
资金拆借 27,723.65 317.53 28,041.18     

北京星河

创业科技

集团有限

公司 

2017 年 资金拆借 58.21 0.62 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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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星河

聘快线科

技有限公

司 

2017 年 资金拆借 55.78 0.61 56.39     

北京窝窝

世界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2017 年 资金拆借 52.15 0.57 52.72     

霍尔果斯

食乐淘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18 年 违规借款 9,023.33 188.33 9,211.66     

合计 257,867.85 14,659.88 185,622.53 86,905.2 -- 86,905.2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25.54% 

相关决策程序 无 

当期新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

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

明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4

月期间，以支付投资款项、预付采购款、商业实质存疑的交易和违规的关联交易、违

规借款、违规担保和资金拆借等形式，形成的资金占用。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

取措施：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1 号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和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撤销了 6 项违规关联交易和商业实质

存疑交易及规范 2 项关联交易，确认对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茂栋及徐州睦德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向公司共同出具《承诺函》、《承诺函 2》、《承诺函 3》，确认上述债权按

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相应资金占用费，并确认了相应的还款安排。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债权债务抵销、代偿资产收购款、追认收购北京云纵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交易、现金的方式，合计消除上述资金占用余额 185,622.53 万元。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

采取的措施说明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喀什星河应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偿还的资

金占用款，具体情况可参考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等承

诺人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的公告》。 

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的专项审核

意见的披露索引 
无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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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武剑飞 

2019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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