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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7                   证券简称：西部创业                    公告编号：2020-007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不适用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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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部创业 股票代码 0005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登昭 紫小平 

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

路 168 号 C 座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

路 168 号 C 座 

传真 0951-3975696 0951-3975696 

电话 0951-3975696 0951-3975696 

电子信箱 -- --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从事的业务包括铁路运输、仓储物流、葡萄酒、酒店餐饮，概况

如下： 

1.铁路运输业务：公司铁路运输业务的服务对象为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内的大型煤矿、化工和电力企业等，主要运输货物为煤炭，当前运营线路全长

300公里，包括自有铁路和客户专用线两部分。营业收入来源于运费、杂费、代

维代管费，运费收费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价局核定。 

2.仓储物流业务：公司仓储物流业务主要依托铁路运输为客户提供代办货

物运输服务。 

3.葡萄酒业务：公司自有15,000亩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分别位于宁夏青铜

峡市和银川市植兴公路南侧，公司于2017年将葡萄种植基地整体对外出租，租

赁期10年。公司主要产品为“银广夏”和“詹姆斯酿”牌系列干红、干白、桃

红葡萄酒及蒸馏酒，均以自产酿酒葡萄为原料，委托加工而成。葡萄酒的销售

以公司直接对外销售为主，代理商销售和网络销售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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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酒店餐饮业务：公司所属宁夏世纪大饭店有限公司位于宁夏银川市玉皇

阁北街，是集住宿、餐饮、商务为一体的三星级酒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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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99,911,229.37 760,941,838.32 5.12% 659,644,14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4,792,379.54 147,362,646.50 -69.60% 86,994,81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0,181,875.64 135,611,853.49 10.74% 75,474,97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3,056,016.35 236,417,088.87 -26.80% 301,960,43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10 -7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3.60% -2.70% 2.19%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5,282,229,738.28 5,773,445,668.65 -8.51% 5,043,964,81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974,694,631.35 4,928,862,103.51 0.93% 4,023,745,7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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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4,922,608.11 181,288,609.84 206,159,022.19 227,540,98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745,069.45 37,517,172.19 -55,248,565.29 33,778,70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618,807.97 36,467,237.34 48,714,687.71 36,381,14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145,166.33 99,921,677.93 22,967,670.92 59,311,833.83 

说明： 

1.公司收入和利润 90%以上来源于铁路运输，运输货物主要为煤炭。一、四

季度为北方供暖期，三季度（夏季）为用电高峰期，供热和供电企业对煤炭需

求量增大，铁路运量也随之增大，故二季度收入较其他三个季度偏低。 

2.2019年 10月 14日，子公司大古物流收到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

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将需要补缴的税款及预计缴纳的滞纳金 1.04

亿元进行会计处理，导致公司第三季度净利润大幅减少。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

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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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0,31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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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71% 229,16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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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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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7% 71,084,524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2% 8,982,224    

郑毅仁 境内自然人 0.39% 5,625,000    

徐玉石 境内自然人 0.37% 5,363,100    

徐辉 境外自然人 0.28% 4,155,100    

郑慧霞 境内自然人 0.24% 3,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徐开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570,756 股股份；徐玉石通

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5,119,500 股股份；徐辉通过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 3,809,4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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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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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

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9,991.12万元，比 2018年 76,094.18万元

增长 5.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79.24 万元，比 2018 年

14,736.26 万元减少 69.60%。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较 2018 年度大幅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古物流因涉税事项于 2019年 10月 14日收到国家

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根据《税务处理决

定书》，大古物流将需要补缴的增值税及预计缴纳的滞纳金 10,578.48万元进行

会计处理，致使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较 2018 年度大幅减少。大古物流涉税事

项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属于非经常性的，扣除涉税事项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018.19万元，比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561.19万元增长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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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铁路运输 735,917,795.57 229,354,430.32 31.17% 7.60% -1.77% -8.7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

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

子公司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因涉税事项于2019年10月14日收到国家税务总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根据《税务处理决定书》，

宁夏大古物流有限公司将需要补缴的增值税及预计缴纳的滞纳金10,578.48万

元进行会计处理，致使公司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大幅减少。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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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主要变

更内容如下：  

A、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B、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考虑

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分别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

用追溯调整法，本公司已按上述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财务报表，2018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49,622,589.37 -349,622,589.37  

应收票据  229,299,480.76 229,299,480.76 

应收账款  120,323,108.61 120,323,108.6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6,182,845.19 -156,182,845.19  

应付票据  34,703,750.00 34,703,750.00 

应付账款  121,479,095.19 121,479,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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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受影响的项目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9,035.00 -209,035.00  

应付账款  209,035.00 209,035.00 

（3）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

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4）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1）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前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对比

表 

合并报表 

单位：元 

2018年12月31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1月1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余额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成本法 17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170,000,000.00 

2)于2019年1月1日，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新金

融工具准则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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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的账

面价值（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的账面

价值（按新金融工具

准则）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0,000,000.00    

减：转出至其他非流

动金融资产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3)于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坏账准备调整到新

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调节表。 

A.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的

坏账准备（按原金融

工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的坏

账准备（按新金融工

具准则）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其中：应收账款 16,922,169.29   16,922,169.29 

其他应收款 26,177,110.80   26,177,110.80 

B.母公司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的坏

账准备（按原金融工

具准则）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的坏账

准备（按新金融工具

准则） 

一、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 
    

其中：其他应收款 82,883.87   82,883.87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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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子公司金色枸杞根据其股东会决议进行清算且清算工作已于 2019年 12月

31日完成，故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金色枸杞。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广林 

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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