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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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旭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建成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建成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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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3,894,541.20 202,517,687.04 3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59,168,453.17 46,776,949.71 2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1,992,417.63 49,617,724.01 2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80,836,649.87 58,221,722.99 38.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6 0.0321 26.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6 0.0321 2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0.94% 0.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564,928,439.04 5,472,298,346.83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5,206,414,361.07 5,147,245,907.9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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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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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0,200.00  

税收滞纳金及罚款 -2,842,563.46 

主要为子公司大古物流根据

《税务处理决定书》计提的滞

纳金。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67.30  

合计 -2,823,96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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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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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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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9.47% 429,820,178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1% 229,163,673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0% 71,526,908 0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71,084,524 0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87% 71,084,524 0 

  

郑慧霞 
境内自然

人 
0.39% 5,678,000 0 

  

郑毅仁 
境内自然

人 
0.39% 5,645,000 0 

  

昆山凯涛名威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2% 3,207,800 0 

  

方志嘉 
境内自然

人 
0.22% 3,150,000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

人 
0.21% 3,000,0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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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429,820,178 人民币普通股 429,820,17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229,163,673 人民币普通股 229,16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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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 
71,526,908 人民币普通股 71,526,908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

业有限公司 
71,084,524 人民币普通股 71,084,52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71,084,524 人民币普通股 71,084,524 

郑慧霞 5,6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8,000 

郑毅仁 5,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5,000 

昆山凯涛名威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20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7,800 

方志嘉 3,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0 

徐开东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昆山凯涛名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166,300 股股份；徐开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000,000 股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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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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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11,970,207.63 110,857,619.92 91.21% 
报告期内，运输服务业务量增

加，部分客户回款滞后。 

预付款项 11,783,664.96 3,467,360.71 239.85% 
报告期内，宁东铁路预付无缝

线路换铺项目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6,040,342.92 10,782,426.44 -43.98% 
报告期内，宁东铁路收到银川

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件执行款。 

应付账款 53,378,331.90 82,772,947.39 -35.51% 报告期内，向供应商结算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 28,171,815.84 17,209,303.01 63.70%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年度预算

计提的职工工资。 

其他流动负债 38,062,482.67 1,292,037.70 2845.93% 

报告期内，待支付的线路养护

费、机车车辆维修费及联合运

输费。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73,894,541.20 202,517,687.04 35.24% 
报告期内，运输服务业务量增

加。 

营业成本 182,754,798.33 127,613,916.04 43.21% 

1.报告期内，因运输服务业务

量增加及不再享受疫情社保减

免政策，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

增加；2.报告期内，合并范围

较去年同期增加西创运通，导

致营业成本增幅大于营业收入

增幅。 

税金及附加 2,849,414.02 1,961,734.00 45.2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利润总

额同比增加带动各项税费增

长。 

财务费用 -3,376,222.94 -2,027,803.94 -66.50%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增加使存

款利息收入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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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0,836,649.87  58,221,722.99 38.84% 运输服务业务量和收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89,172.71 -3,624,696.36 -59.71% 

支付的固定资产采购款及工程

款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18,323.49 -1,364,119.88 -201.90% 

本期到期解付的受限制的银行

承兑汇票保证金低于去年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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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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仲

裁)基本

情况 

涉案 

金额 

(万元) 

是否形

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行

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西部创业

诉宁夏贺

藏盛世酒

业综合开

发有限公

司葡萄酒

原酒销售

及加工合

同纠纷案 

30.43 否 -- 

金凤区法院（2016）宁0106民初10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西部创

业与宁夏贺藏盛世酒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签订的《原酒销售加工合同》；宁

夏贺藏盛世酒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西部创

业货款、贴标费、包装材料损及违约

金共计30.43万元；银川市保华防火门

窗有限公司对宁夏贺藏盛世酒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在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宁

夏贺藏盛世酒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追

偿。 

2017年5月22日，公司

向银川市金凤区法院

提交《强制执行申请

书》。因被执行人下落

不明，尚在执行阶段。 

2017年 08月

25日 

巨 潮 资 讯 网 

“2017年半年度报

告”（公告编号：

2017-072） 

2019年 08月

07日 

巨潮资讯网“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1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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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古物流

诉天津祥

和源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煤炭

贸易纠纷

案 

599.12 否 -- 

银川中院（2017）宁01民初740号《民

事调解书》确认：天津祥和源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向大古物流退还预付货款

580.38万元并支付利息10万元，天津

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4

月30日前向大古物流退还预付货款50

万元；于2018年6月30日前退还预付货

款150万元；于2018年8月30日前退还

预付货款150万元；于2018年11月15日

前退还预付货款240.38万元；如天津

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有任意一笔

款项未足额支付，需向大古物流支付

利息18.74万元、律师费9.28万元，大

古物流有权对剩下全部货款申请强制

执行。 

大古物流已于2018年

5月2日向银川中院申

请强制执行，并于

2019年执行回 46.96

万元。 

2017年 11月

01日 

《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87） 

2018年 08月

01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18-032） 

2019年 04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2018

年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19-014） 

大古物流

诉宁夏神

光煤业有

限公司煤

炭买卖合

同纠纷案 

479.95 否 -- 

金凤区法院(2017)宁0106民初725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宁夏神光煤业

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大古物流支付煤炭款、利息合计

476.77万元，并以437.95万元为基数

自2017年10月22日按年利率4.75%支

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案件受理费

2.29万元，由大古物流负担0.22万元，

宁夏神光煤业有限公司负担2.07万

元。 

大古物流已于2018年

6月1日向金凤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尚在

执行阶段。 

2017年 11月

01日 

《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87） 

2018年 02月

09日 

《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关于子公

司诉讼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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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东铁路

诉银川瑞

索商贸有

限公司合

同纠纷案 

923.49 否 -- 

2020年1月8日兴庆区法院（2019）民

初1675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银川瑞

索商贸有限公司支付宁东铁路停车服

务费、违约金合计841.95万元；宁东

铁路对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199辆

自备车享有留置权，有权对上述车辆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拖欠

款项内优先受偿。银川瑞索商贸有限

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20年9

月2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宁01民终10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宁东铁路于2020年10

月22日向兴庆区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根据

宁东铁路与银川瑞索

商贸有限公司及相关

方达成的协议，银川

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对

118辆自备车进行了

处置，并于2021年1月

20日将472万元处置

款支付至宁东铁路指

定账户。剩余81辆自

备车的处置，宁东铁

路已向兴庆区法院提

交了留置动产评估拍

卖申请书。 

2020年 03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2019

年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0-006） 

2020年 04月

29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16） 

2020年 08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公

告编号：2020-036） 

2020年 10月

30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43） 

2021年 04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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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润木
财富投资
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
诉西部创
业损害债
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
案 

233.78 否 -- 

2019年10月，北京润木财富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以西部创业作为北京尼
阿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怠于履行
清算义务为由，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西部创业对北京尼阿迈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农商行的
185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2020年9月25日，北京海淀区
法院作出（2020）京0108民初924号《民
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北京润木财富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北
京润木财富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不
服判决，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
2021年1月19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
（2021）京01民终282号《民事判决
书》：驳回北京润木财富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 
2020年 10月
30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43） 

-- 
2021年 04月
17日 

巨潮资讯网“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1-013） 

卢洲洋诉
宁夏大展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西部
创业、广
夏商贸有
限责任公
司借款合
同纠纷案 

201.53 否 -- 

2020年7月，卢洲洋将宁夏大展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西部创业、广夏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诉至兴庆区法院，请求
法院判令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偿还借款本息201.53万元，并请求
判令西部创业、广夏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021年3月8日，兴庆区法院（2020）
宁0104民初6720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卢洲洋借
款本息145.94万元，广夏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驳回卢洲洋其他诉讼请求。卢
洲洋不服兴庆区法院判决，于2021年3
月24日向银川中院提起上诉。 

-- 
2021年 04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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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洲洋申

请追加西

部创业为

银川广夏

旅行社借

款纠纷案

被执行人

案 

20.79 否 -- 

2021年1月5日，公司收到兴庆区法院

执行庭通知，卢洲洋申请追加西部创

业为银川广夏旅行社借款纠纷案被执

行人。2021年1月6日，公司向兴庆区

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法院依法

驳回卢洲洋申请。 

-- 
2021年 04月
28日 

巨潮资讯网“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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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 

交易方 

关联

关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 

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 

交易 

价格 

关联交易金

额 

（万元）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获批的 

交易额度 

（万元） 

是否超

过获批

额度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可获得的同

类交易市价 

华电宁

夏灵武

发电有

限公司 

关联

法人 

日常关

联交易 

提供铁

路运输

服务 

执行物

价局核

定运价 

0.19元/

吨公里 
1,501.17 5.65% 3,200.00 否 按月结算 -- 

合计 -- -- 1,501.17 -- 3,200.00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不适用。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总金额预计的，

在报告期内的实际履行情况（如有） 
不适用。 

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如适用） 不适用。 

披露索引 

2021年02月04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说明：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中列示的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规则》认定，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认定的关

联方存在差异； 

(2)因董事薄其明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离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10.1.6 条第（二）款

的规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2021 年 7 月 28 日之后发生的日常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无需再履行日常关联

交易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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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重要事项概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东筹划股权

转让事项 
2021年 01 月 0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东筹划股权转让事

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增资入股南部

铁路事项 
2021年 02 月 04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

于增资入股南部铁路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宁东铁路转让

参股公司股权

事项 

2019年 04 月 29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关于宁东铁

路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6） 

2019年 12 月 27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关

于宁东铁路转让参股公司股权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60） 

2020年 07 月 0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编号：2020-025） 

大古物流破产

清算事项 

2019年 10 月 30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关于子公司

进行清算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2019年 12 月 3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清算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2020年 07 月 0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编号：2020-025） 

2020年 11 月 13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清算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世纪大饭店对

外出租经营场

所事项 

2020年 05 月 13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关

于子公司对外出租经营场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0） 

2020年 07 月 1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对外出租经营

场所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 

2020年 08 月 0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租

赁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广夏（银川）

贺兰山葡萄酿

酒有限公司担

保事项 

2014年 04 月 24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葡萄种植基地有关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26） 

2014年 04 月 29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葡萄种植基地相关事

项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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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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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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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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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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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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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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

对象

类型 

接待 

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

基本情

况索引 

2021年01

月 13日 
本公司 

实地

调研 
个人 

个人投

资者 

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情况、重大事项

进展情况等。公司未提供书面资料。 
-- 

2021年03

月 16日 
本公司 

实地

调研 
个人 

个人投

资者 

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未来投资

计划等。公司未提供书面资料。 
-- 

2021年01

月 01日至

2021年03

月 31日 

本公司 
电话

沟通 
个人 

个人投

资者 

2021 年 01月 01日至 2021 年 03月

31 日，公司共接受投资者电话咨询 

38 人次，咨询的主要内容为：公司

经营情况、业绩预告时间、股东股

权转让进展等。公司未提供书面资

料。 

--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旭东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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