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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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广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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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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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7,687.04 184,922,608.11 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776,949.71 28,745,069.45 6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9,617,724.01 28,618,807.97 7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221,722.99 -9,145,166.33 73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197 6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1 0.0197 6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0.5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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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6,399,819.60 5,282,229,738.28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1,471,581.06 4,974,694,631.35 0.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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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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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17.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073.20  

税务处理补缴滞纳金 -2,950,579.43 
子公司大古物流根据《税务

处理决定书》补缴的滞纳金。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385.99  

合计 -2,840,77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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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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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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7% 9,739,259 0   

郑毅仁 境内自然人 0.39% 5,635,000 0   

徐玉石 境内自然人 0.36% 5,236,800 0   

徐辉 境外自然人 0.28% 4,155,100 0   

郑慧霞 境内自然人 0.24% 3,5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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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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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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开东 9,739,259 人民币普通股 9,739,259 

郑毅仁 5,6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5,000 

徐玉石 5,2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6,800 

徐辉 4,1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5,100 

郑慧霞 3,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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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开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4,327,791股股份；徐玉石通过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4,993,200股股份；徐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 3,809,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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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22,466,611.95   1,479,194.77  1418.84% 
以预付形式购买运输用机车

燃料。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56,032.10   26,618,976.48  -90.77% 
以预付形式购买的固定资产

验收后转固。 

应付账款 116,864,668.10   74,765,492.52  56.31% 
购置运输用敞车及漏斗车确

认应付款。 

预收款项  -     8,908,631.82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财务报

表列报。 

合同负债  10,843,523.75   -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财务报

表列报。 

应付职工薪酬  27,007,875.42   16,782,480.86  60.93% 
报告期根据公司年度预算计

提的职工工资。 

其他流动负债 13,873,867.90 1,089,304.30 1173.64% 

增加金额为本期未支付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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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 323,805.48 484,902.14 -33.22% 销售人员薪酬低于去年同期。 

财务费用 -2,027,803.94 -1,508,196.47 -34.45% 
货币资金增加使存款利息收

入同比上升。 

营业外支出 2,950,579.43 1,015.55 290440.05% 
本期逐月确认大古物流公司

涉税事项滞纳金。 

所得税费用 10,400,952.15 6,657,714.50 56.22%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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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元） 上期发生额（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8,221,722.99 -9,145,166.33 736.64% 
支付商品及劳务采购款相应

延后。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624,696.36 27,756,754.20 -113.06% 
去年同期收到结构性存款到

期解付款。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64,119.88 -8,511,527.46 -83.97% 

本年到期解付的受限制的银

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低于去年

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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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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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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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万元、贴标费 2.27

万元、包装材料损失 8.14 万元、

违约金 2.77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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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西部创业其他诉讼请

求。 

2017年 5月 22

日，公司向银

川市金凤区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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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协调，当事

人自愿达成协议，并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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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利息 10万元，共计 590.38

万元，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于 2018年 4月 30日前向原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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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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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大古物流有权对剩下全部货款

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案件受理费

5.44 万元，减半收取 2.72 万元、

保全费 0.50万元，共计 3.22万元，

由天津祥和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负担并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支

付给大古物流。 

大古物流已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向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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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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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95 万元，利息

38.82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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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向金凤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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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东铁路

诉银川瑞

索商贸有

限公司合

同纠纷案 

923.49 否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

公司自 2015、2016

年起陆续在宁东铁

路鸳鸯湖站停放罐

车 199 辆，但未缴

纳运输费和停靠服

务费，经多次催缴

无果后，宁东铁路

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将银川瑞索商贸

有限公司诉至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本案于 2019年

12 月 9 日开庭审

理。 

2020年 1月 8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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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31万元、违约金 58.64万元；

宁东铁路对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

司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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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 7.64 万元由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承担。银川

瑞索商贸有限公司不服判决，已向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等

待法院开庭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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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9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2020 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公告编号：

20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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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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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日

期 
披露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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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58 5.59% 3,600 否 
按月 

结算 
-- 

2020年 3

月 28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8） 

宁夏宝丰能

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66.69 1.34% 1,000 否 
按月 

结算 
-- 

合计 -- -- 1,379.27 -- 4,6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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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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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认定，与《企业会计准则》认定的关联方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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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重要事项概述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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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宁夏大古物流有

限公司涉税及破

产清算事项 

2017年07月22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税务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17-061） 

2017年07月3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公告编号：2017-067） 

2018年05年10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深交所2017年年报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编号：2018-026） 

2019年07月0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行政处罚事项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关于子公司涉税事

项的补充说明”（公告编号：2019-031） 

2019年07月06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2019年10月1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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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宁东铁路有

限公司转让太中

银铁路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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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夏（银川）贺

兰山葡萄酿酒有

限公司担保事项 

201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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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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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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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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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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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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1月 01日至

2020年 03月 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共接受投资

者电话咨询 7人次，咨询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经营情况、

大古物流破产清算进展、股东大会参会方式等。公司未

提供书面资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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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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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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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广林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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