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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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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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8,652,546.79 1,234,984,212.65 3,409,978,371.88 -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91,112,946.34 699,131,698.09 1,525,079,271.98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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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471,332.18 -9.13% 3,010,443,763.12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598,691.24 -40.57% 101,732,136.66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91,791.88 -31.01% 9,325,028.68 -7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1,766,794.96 -126.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5 -40.68% 0.17 -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5 -40.68% 0.17 -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6% -0.44% 6.4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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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28,9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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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961.53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25,625,959.58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257,6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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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714,236.2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35,083.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84,489.31  

合计 92,407,10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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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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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1% 147,715,694 0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7% 100,873,385 100,873,385 冻结 13,000,000 

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0% 52,672,232 52,67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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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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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7,495,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3,7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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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3,046,600 0   

胡客满 境内自然人 0.43% 2,57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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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 2,428,540 0   

韩艳华 境内自然人 0.31% 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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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47,715,694 人民币普通股 147,71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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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4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9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

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7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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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6,600 

胡客满 2,5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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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8,540 人民币普通股 2,428,540 

韩艳华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旭富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7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1,200 

赵广莲 1,665,547 人民币普通股 1,665,5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市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为间接控制公司的企业，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天津市浩翎汽车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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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4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67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57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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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77,651,979.72 1,079,165,542.20 -46.47%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兑付到期应付票据、

预付租赁费及采购整车和零部件等所

致。 

应收账款 152,394,460.73 368,679,935.03 -58.66%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应收销售整车款减少

所致。 

预付款项 324,599,308.38 471,326,210.43 -31.13%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预付采购整车和零部

件款等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93,694,077.28 72,074,061.20 30.00%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支付的汽车金融保证

金增加所致。 

存货 725,546,628.28 323,736,734.58 124.12%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采购整车和零部件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61,303,907.30 37,910,907.27 61.71%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采购整车和零部件致

使增值税进项税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85,756,434.09 61,027,739.17 40.52% 

主要原因系公司支付对内江浩物汽车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款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78,434,417.43 30,251,608.91 159.27% 主营原因系子公司预付租赁费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560,547.88 19,054,316.52 -76.07%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采购的机器设备转入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所致。 

应付票据 40,570,100.00 361,450,400.00 -88.78% 
主营原因系子公司减少使用银行承兑汇

票所致。 

预收款项 41,020,923.20 67,527,757.91 -39.25%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预收客户购车款等余

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7,933,028.11 19,307,569.52 -58.91% 
主要原因系公司上年年末计提的职工薪

酬于本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358,791,747.35 153,654,083.39 133.51% 

主要原因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现金

对价尚未支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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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2,199,357.71 202,148.75 987.99%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计提融资款项利息增

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30,245,902.67 72,276,722.71 -58.15%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支付融资租赁款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864,140.81 — — 
主要原因系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一次性

税前扣除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所致。 

股本 605,166,773.00 451,621,156.00 34.00% 
主要原因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致使

股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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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费用 16,372,299.35 10,350,658.24 58.1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研发领料和

折旧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6,299,216.66 19,634,942.42 33.9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资利息费

用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61,282.07 9,583,420.88 -111.07% 

主要原因系公司参股天津财富嘉绩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年同期收益较大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106,750.42 — — 
主要原因系公司按照《2019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列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892,864.91 -11,399,466.86 -39.53% 
主要原因系公司按照《2019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列报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8,403,387.35 -65,183.97 89697.7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收到拆迁补

偿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465,964.76 48,880,532.06 -70.41%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因债务重组

产生的大额利得计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所得税费用 20,554,580.09 36,892,807.79 -44.29%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司因债务重组

收益产生的所得税金额较大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886,318.13 1,536,288.70 -42.31%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少数股东参股的子

公司利润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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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66,794.96 464,079,120.45 -126.24%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子公司预付租赁费

及采购整车和零部件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1,665,223.76 -125,649,048.96 101.3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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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补偿款以及采购固定资产等支出减少综

合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5,649,774.08 81,706,661.56 -266.0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偿还的融

资款项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93,560,461.18 163,681,136.51 -4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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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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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物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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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拟向浩物机电和天津市浩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诚汽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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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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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议案。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调价条件已成就，本公司

于2018年7月17日召开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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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议案。为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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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

了加期审计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于2018年12月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8年第71次工作会议审议，并获得无条件通过。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审计、审阅报告

和评估报告处于有效期内，本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八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加期后的审计报告、审阅报告

和评估报告。本公司已于2019年2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市

浩物机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019年7月3日，根据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浩物机电和浩诚汽车合计持有的内江鹏翔

100%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内江鹏翔100%的股权。

本 次 重大 资产 重组 事项 中发 行股 份购 买 资产 的新 增股 份已 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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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八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浩众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投资 500 万元设立捷达品牌专营店天津瀛众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瀛众汽车”）。瀛众汽车已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办理完毕工

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2019 年 8 月 29 日、

2019 年 9 月 7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本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和 2019 年 9 月 10 日召开八届十九次董事

会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2019 年 8 月 23 日、

2019 年 9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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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议案》。本公司将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0,516.6773万元，并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营业执照》。 

2019 年 9 月 17 日 

本公司于 2019年 9月 20日召开八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租赁合同>的议案》和《关于下属子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1）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瀛众汽车与关联方

天津空港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二手车市场”）签署

《租赁合同》，承租空港二手车市场院内二号厅，用于经营捷达品牌汽车

业务。（2）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浩保行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因浩物机

电下属企业或过去十二个月内由其控制的企业（以下简称“关联公司”）

为其对接保险代理服务业务而拟向关联公司支付渠道费。 

2019 年 9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

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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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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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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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 — 14,000 7,916.78 增长 51.58% — 7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 0.23 0.18 增长 11.11% — 27.78%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1）公司

于 2019 年 7 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的交割，致使 2019 年合并范

围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随之增加。（2）由于受汽车行业整体产销量下滑的影

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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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公司子公司福伊尔动力曲轴（四

川）有限公司的建设情况 

2019 年 07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新增股份

锁定期的相关情况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披露

日期 

2019 年 09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完成后本

公司的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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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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