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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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小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江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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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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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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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451,777.96 2,247,718,828.91 1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01,081,361.44 899,553,326.3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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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4,499.83 -33,461,7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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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57,657.03 49,374,483.80 -5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8,035.07 -5,362,273.6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9,388.62 -5,611,917.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97 -0.617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7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2 -0.0078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0799 -0.646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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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22,152.58 

主要为子公司宁

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

限公司收到的稳岗补

贴、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奖补以及贷款贴息。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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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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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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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590.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0,252.81  

所得税影响额 -495,066.52  

合计 2,247,423.6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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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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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200,000,000 29.20  质押 20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同洲精进 2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0,884,179 1.59  无  未知 

王青利 9,618,200 1.4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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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

托·紫金 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209,300 1.34  无  未知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鹏 6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612,140 1.11  无  未知 

刘浩海 7,585,500 1.11  无  
境内自然

人 

虞丽珍 6,996,913 1.02  无  
境内自然

人 

李乐燕 6,958,603 1.02  无  
境内自然

人 

陈玲丽 6,420,751 0.94  无  
境内自然

人 

余寅江 6,410,300 0.9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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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同洲精

进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884,179 人民币普通股 10,884,179 

王青利 9,6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9,618,2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紫金 8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2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9,30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华鹏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612,140 人民币普通股 7,612,140 

刘浩海 7,5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5,500 

虞丽珍 6,996,913 人民币普通股 6,996,913 

李乐燕 6,958,603 人民币普通股 6,958,603 

陈玲丽 6,420,751 人民币普通股 6,420,751 

余寅江 6,4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6,41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能与其它九名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除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能外

其它九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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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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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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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货币资金 371,729,416.34 168,139,487.04 203,589,929.30 121.08 

应付票据 51,235,116.17 80,614,262.00 -29,379,145.83 -36.44 

预收账款 2,573,068.45 4,242,367.07 -1,669,298.62 -39.35 

长期借款 250,000,000.00 30,000,000.00 220,000,000.00 733.33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力新材）

新增固定资产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国贸）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付所致。 

预收账款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华辉）预

收货款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恒力新材新增固定资产借款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营业收入 20,857,657.03 49,374,483.80 -28,516,826.77 -57.76 

营业成本 20,987,040.90 43,512,941.96 -22,525,901.06 -51.77 

销售费用 1,512,078.79 4,091,971.05 -2,579,892.26 -63.05 

财务费用 5,790,537.23 8,503,458.92 -2,712,921.69 -31.90 

其他收益 1,250,052.58 342,205.68 907,846.90 265.29 

投资收益 12,029,489.66 7,881,900.09 4,147,589.57 52.62 

营业外收入 1,044,200.00 21,071.64 1,023,128.36 4,855.48 

营业收入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产品结构性调整，致使产销量大幅下降，加之新

冠状病毒疫情对发货的影响造成产品订单减少,销量降低所致。 

营业成本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产品结构性调整，致使产销量大幅下降，加之新

冠状病毒疫情对发货的影响造成产品订单减少,销量降低所致。 

销售费用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销量下降，运输费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恒力国贸借款减少以及子公司宁夏华辉收到财政贴息所致。 

其他收益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参股金融机构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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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宁夏华辉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同期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04,499.83 -33,461,726.04 24,257,226.2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421,084.64 -66,740,030.65 -26,681,053.9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7,357,762.19 103,322,401.03 214,035,361.16 20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恒力国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付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恒力新材月桂二酸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恒力新材新增固定资产借款所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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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许晓椿关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诉讼事项 

2018年11月8日公司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对许晓椿提起诉

讼，申请判令许晓椿向公司支付2017年度未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而造成

的损失1.57亿元，于2018年11月28日收到宁夏高院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临2018-080号公告；2019

年4月4日公司向宁夏高院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申请判令许晓椿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未履行《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而造成的损失1.57亿元，2019年5月28日宁夏高院正式受理公

司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该案将与2017年度业绩补偿并案审理，详见临2019-032号公告，截止本

报告披露日，该案尚未审结。 

（2）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能）收购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干细胞）80%股权的事项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宁夏新

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宁夏新日恒力钢丝

绳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博雅干细胞80%股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均由上海中能享有和承担，公司不再享有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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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干细胞80%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博雅干细胞80%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详

见临2018-003、2018-008、2019-012、2019-020、2019-024号公告）。上海中能应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约为10.50亿元，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上海中能向公司支付的8.00亿元股权转让

款。 

（3）重大仲裁事项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关于博雅干细胞与公司 8,000 万元借款合同仲

裁申请书、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博雅干细胞作为申请人提出仲裁请

求：1、裁决公司偿还本金人民币 8,000 万元，并按年化 5.0025%利率支付利息。2、裁决公司承

担因仲裁产生的费用并承担博雅干细胞因提起仲裁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律师费为人

民币 189.60 万元（详见临 2017-073、2018-072 号公告）。 

公司未履行上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收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扣划、扣留公司银行存款人

民币 91,800,000 元或其等值财产、财产权及收入；公司不服上海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上海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收到上海

一中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受理通知书；于 2019 年 3 月 4 日收到无锡中院中止执行的裁定书，裁

定：中止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的执行；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收到上海一中院驳回公司撤销仲裁裁

决的申请；于 2019 年 4 月 8 日收到无锡中院恢复执行的裁决书，裁定：恢复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

书的执行；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无锡中院《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

书的执行；解除对公司存款人民币 91,800,000 元或其等值财产、财产权及收入的查封；解除对公

司持有博雅干细胞 80%股权及公司账户的冻结（详见临 2019-003、2019-004、2019-007、2019-016、

2019-017、2020-001 号公告）。 

（4）名誉权纠纷事项 

许晓椿向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湖法院）对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诉讼。

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收到滨湖法院传票及应诉通知书，许晓椿作为原告诉请判令：1、请求判令

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许晓椿的名誉权，并在其官方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刊登道歉声明，就其所

发布的《关于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涉及许晓椿的不实内容进

行澄清并为许晓椿恢复名誉，消除影响；2、请求判令公司赔偿许晓椿名誉损失费人民币1,000万

元；3、请求判令公司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详见临2018-06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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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收到滨湖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公司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在官网及《中国证券报》上刊登道歉声明；2、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官网及

《中国证券报》上就公司 2017 年度报告事后问询函回函中部分相关内容进行澄清；3、公司自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许晓椿精神抚慰金 30,000 元；4、驳回许晓椿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50,400 元，许晓椿负担 50,300 元，公司负担 100 元。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向无锡中院提起

上诉。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收到无锡中院《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滨湖

法院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 50,400 元由公司负担。 

 

1.10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2017年度许晓椿未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2018年11月8日公司向宁夏

高院对许晓椿提起诉讼，申请判令许晓椿向公司支付2017年度未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

定的补偿义务而造成的损失1.57亿元，于2018年11月28日收到宁夏高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年

度许晓椿未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2019年4月4日公司向宁夏高院提交增

加诉讼请求申请，申请判令许晓椿向公司支付2018年度未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补

偿义务而造成的损失1.57亿元，2019年5月28日宁夏高院正式受理公司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该案

将与2017年度业绩补偿并案审理（详见临2018-080、2019-032号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

案尚未审结。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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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小平 

日期 2020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