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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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张朝宏、总经理孔炯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秋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张晓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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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932,976.57 3,927,540,532.76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90,328,075.22 3,190,060,852.13 0.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612,879.79 -31,589,986.90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79,910,164.22 902,561,228.79 -1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817,973.58 46,867,923.70 -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9,737.04 16,244,421.09 -83.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1.48 
减少 0.73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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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959.72 -18,6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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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5,733.60 12,355,548.38 

 

债务重组损益 0.00 8,933.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5,345.27 400,419.5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14,971.42 10,355,038.67  

所得税影响额 -1,006,175.32 -2,003,048.40  

合计 11,166,915.25 21,098,23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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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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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2,014,755 30.79 0 无 0 国有法人 

汪燕 7,425,507 0.61 0 无 0 其他 

林祥华 3,918,526 0.32 0 无 0 其他 

窦真将 2,867,600 0.24 0 无 0 其他 

俞亚杰 2,850,000 0.24 0 无 0 其他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0.22 0 无 0 国有法人 

范战谋 2,429,620 0.20 0 无 0 其他 

金洁 2,370,000 0.20 0 无 0 其他 

贾军新 2,180,026 0.18 0 无 0 其他 

郭成良 2,180,000 0.18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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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2,014,755 人民币普通股 372,014,755 

汪燕 7,425,507 人民币普通股 7,425,507 

林祥华 3,918,526 人民币普通股 3,918,526 

窦真将 2,86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67,600 

俞亚杰 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00 

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 2,641,153 人民币普通股 2,641,153 

范战谋 2,429,620 人民币普通股 2,429,620 

金洁 2,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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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军新 2,180,026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26 

郭成良 2,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晋西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江阳化工有限公司的最终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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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期末余额 
增减比

例（%） 
原因 

预付款项 11,286,273.77 2,937,047.19 284.27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178,372.59 5,571,681.30 82.68 主要是单位往来款项增加。 

应交税费 18,380,525.47 5,894,755.07 211.81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增加。 

专项储备 2,091,381.56 1,470,203.60 42.25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例（%） 
原因 

其他收益 10,629,110.32 3,768,086.37 182.08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14,863,972.45 39,704,523.22 -62.56 

主要是理财收益减少以及上年收到上海

中兵国泰君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

放的现金分配。 

信用减值损失 -348,720.89 1,052,973.50 -133.12 主要是上年转回的坏账准备较多。 

营业外收入 2,294,272.72 3,464,562.78 -33.78 
主要是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

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99,279.72 285,890.86 -30.30 主要是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减少。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5 / 5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例（%） 
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2,912,188.99 5,960,185.60 284.42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款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994,926.46 34,182,465.46 -50.28 
主要是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

税减少。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698,027,560.00 1,000,026,000.00 -30.20 主要是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15,275,186.53 40,797,625.26 -62.56 

主要是理财收益减少以及上年收

到上海中兵国泰君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发放的现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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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朝宏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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