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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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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文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鹏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63,781,348.18 2,433,050,512.25 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7,296,449.73 1,180,154,366.80 1.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316,323.98 -149,467,702.4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5,988,159.79 160,123,912.02 10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25,337.89 8,973,800.12 8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347,878.31 6,690,552.22 14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0.78 增加 0.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72 0.0528 84.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72 0.0528 84.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8,775.98 

所得税影响额 -31,316.40 

合计 177,4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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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1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54,841,499 32.26 0 无 0 国有法人 

特沃（上海）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42,780,000 25.16 0 无 0 国有法人 

曲峻葳 4,123,264 2.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博恩添富 7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88,883 1.52 0 无 0 其他 

张立伟 2,530,789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孔鹏书 2,337,912 1.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赖宏燕 2,288,500 1.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郎红宾 2,120,000 1.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永新 1,884,346 1.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于雪丽 1,338,701 0.7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54,841,499 人民币普通股 54,841,499 

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2,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80,000 

曲峻葳 4,123,264 人民币普通股 4,123,264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

添富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88,883 人民币普通股 2,588,883 

张立伟 2,530,789 人民币普通股 2,530,789 

孔鹏书 2,337,912 人民币普通股 2,337,912 

赖宏燕 2,28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8,500 

郎红宾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杨永新 1,884,346 人民币普通股 1,884,346 

于雪丽 1,338,701 人民币普通股 1,338,7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特沃（上海）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其余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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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75,189,753.14 370,403,734.43 28.29% 报告期内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存货 914,502,526.38 616,560,323.30 48.32% 
报告期内为满足本年度生产需求而增加零部

件储备 

短期借款 370,000,000.00 92,700,380.40 299.14% 应生产经营需求，报告期内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应付账款 456,656,888.14 217,445,397.21 110.01% 
报告期内为满足本年度生产需求，增加了零部

件的购进，导致应付账款增加 

合同负债 126,100,062.59 324,211,478.47 -61.11% 报告期内形成合同负债的合同得到履行 

应付职工薪酬 10,002,728.91 14,402,357.34 -30.55% 报告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818,985.93 2,352,308.64 -65.18% 报告期内缴纳各项税费所致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35,988,159.79 160,123,912.02 109.83% 报告期内可执行销售合同相对上年同期较多 

营业成本 263,478,383.99 125,252,524.61 110.36% 销售收入增加，与之相配比的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14,940,361.57 10,026,983.88 49.00% 
销售收入增加，计提的保修费和相应运输费用

增加 

财务费用 607,611.48 4,385,395.71 -86.14% 报告期内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其他收益 58,834.84 
 

100.00% 报告期内收到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信用减值损失 -1,593,583.54 -710,480.78 -124.30% 报告期内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757,329.25 
 

100.00% 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8,775.98 2,686,174.00 -92.23% 
上年同期将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确认为营业

外收入 

所得税费用 2,916,236.10 1,583,611.78 84.15%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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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8,316,323.98 -149,467,702.40 -12.61%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03,895.15 -978,337.31 -33.28% 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固定资产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0,012,503.06 139,031,360.00 72.63% 应经营需求报告期内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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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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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军 

日期 2020年 4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