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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320 900947                          公司简称：振华重工 振华 B股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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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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连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庆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晓

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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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57,132,993 74,410,783,300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92,145,139 15,543,404,014 -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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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04,585 59,817,552 -7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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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427,928 4,776,791,974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971,034 98,988,791 -19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767,019 -134,306,82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8 0.65 减少 1.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9 -194.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9 -1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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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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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8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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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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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03,8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1,2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51,500  

所得税影响额 34,727,568  

合计 -193,738,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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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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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

司 
916,755,840 17.40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55,542,044 16.23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3,223,375 12.5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89,378,640 1.7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269,868 1.56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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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0.38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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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916,755,84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855,542,04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63,223,37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9,378,64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269,868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9,855,920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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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中交集团（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交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属关联方企业。公司未知其余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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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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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注释 

 合并 合并   

应收账款 9,611,721,974 4,966,175,528 93.54% （1） 

应收款项融资 137,048,566 406,408,604 -66.28% （2） 

存货 22,388,572,785 8,561,251,580 161.51% （3） 

已完工尚未结算款 0  12,434,158,624  -100%  （4） 

合同资产 547,704,836  0  不适用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1,830,552,999 1,313,203,581 39.40% 

（6） 

预收款项 167,192,342 822,987,986 -79.68% （7） 

应付职工薪酬 40,479,811 329,978,281 -87.73% （8） 

应交税费 72,081,793 144,506,742 -50.12% （9） 

已结算尚未完工款 0 1,679,950,879 -100% （10） 

合同负债 10,369,235,038 0 不适用 （11） 

 

分析： 

（1）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的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应收账款进行

调整所致。 

（2） 应收款项融资 应收款项融资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应收银行承兑票据到期所致。 

（3） 存货 存货的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存货进行调整所致。 

（4） 
已完工尚未结

算款 

已完工尚未结算款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已完

工尚未结算款进行重分类所致。 

（5）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的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已完工未结算

款进行重分类所致。 

（6） 一年内到期的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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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加所致。 

（7） 预收款项 
预收款项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预收账款进行

重分类所致。 

（8）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支付职工年终奖所致。 

（9） 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支付税金所致。 

（10） 
已结算尚未完

工款 

已结算尚未完工款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已结

算尚未完工款进行重分类所致。 

（11） 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的增加主要系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预收款项和已

结算尚未完工款进行重分类所致。 

 

利润表项目 

科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注释 

 合并 合并   

投资收益 64,009,659 11,357,855 463.57% （1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2,305,622 237,717,522 -218.76% （13） 

信用减值损失 -33,402,697 -25,108,142 不适用 （14） 

资产减值损失 400,936 -55,266,088 不适用 （15） 

资产处置收益 3,287,514 34,862,889 -90.57% （16） 

所得税费用 -7,041,280 28,898,086 -124.37% （17） 

 

分析： 

（12）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的增加主要系本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投资取得的股

利增加所致。 

（13）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所致 

（14） 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动主要系本公司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

致。 

（15） 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的变动主要系本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16） 资产处置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固定资产处置净收益减少所致。 

（17）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的减少主要系本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注释 

 合并 合并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004,585  59,817,552   -726.91% （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4,232,655   645,581,337   134.55% （19） 

 

分析： 

（1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系本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货款减少所致。 

（19）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系本公司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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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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连宇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