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611                   证券简称：*ST 天首                   公告编号：定 2020-0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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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士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士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乔铸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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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365.82 258,620.69 1,16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17,874.51 -5,574,767.02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23,161.39 -5,574,766.22 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2,110.44 1,159,550.73 1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165 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165 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 -1.48%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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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044,329.10 1,705,408,116.22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7,042,904.79 402,560,779.30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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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5,286.88  

合计 5,28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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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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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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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慧伟业商贸（北

京）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4% 40,000,000 0 

质押 40,000,000 

冻结 40,000,000 

周仁瑀 境内自然人 3.53% 11,911,021 0   

陈凤珠 境内自然人 1.71% 5,764,095 0   

张祥林 境内自然人 1.70% 5,738,600 0   

吴建伟 境内自然人 1.19% 4,018,900 0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0.89% 3,000,000 3,000,000   

李波 境内自然人 0.89% 3,000,000 3,000,000   

胡国栋 境内自然人 0.89% 3,000,000 3,000,000   

呼和浩特卷烟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2,808,000 0   

周林松 境内自然人 0.80%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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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周仁瑀 11,911,021 人民币普通股 11,911,021 

陈凤珠 5,764,095 人民币普通股 5,764,095 

张祥林 5,7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38,600 

吴建伟 4,018,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8,900 

呼和浩特卷烟厂 2,8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8,000 

周林松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徐开东 1,7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0,600 

顾力平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高卫东 1,65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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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送本公司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股东名册显示，上述前 10 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均为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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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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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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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4,048,256.54   6,150,787.46  -34.18% 主要系公司支付经营费用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     1,291,743.59  -100.00% 主要系票据贴现款项收回所致 

应收账款  3,190,619.01   5,791,715.63  -44.91% 主要系公司收回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5,426,225.64   1,600,418.28  239.05% 主要系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80,372.70   1,196,617.69  40.43% 主要系公司备用金增加及缴纳房租未收到发

票所致 

存货  1,341,452.68   4,973,682.10  -73.03% 主要系库存商品等实现销售结转成本所致 

预收款项   478,407.08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所致。 

合同负责  212,920.36   -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所致。 

损益类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3,273,365.82   258,620.69  1165.70% 系公司子公司较上年同期新增煤炭贸易所致 

营业成本  2,966,399.21   268,288.83  1005.67% 系公司子公司较上年同期新增煤炭贸易所致 

税金及附加  24,022.52   246.53  9644.26% 系公司子公司较上年同期新增煤炭贸易所致 

销售费用  401,704.13   912.99  43898.74% 系公司子公司较上年同期新增煤炭贸易所致 

现金流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化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183.03   -1,573,000.00  -72.78% 系公司子公司较上年同期减少资产采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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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7日、2017年6月26日及2017年7月13日，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收

购的相关议案。本公司通过下属企业吉林天首，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成矿业持有的天池钼业75%股权和天池矿业对天

池钼业享有的34,200万元债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天首将持有天池钼业75%股权并享有对天池钼业的34,200万元的债权，

吉林天首的GP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凯信腾龙，出资100万元，LP之一为本公司，出资4.99亿元，LP之二为日信投资，出

资8亿元。2017年12月29日，天池钼业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吉林天首持有天池钼业75%股权，并改组天池钼业董事会。

由于LP之二日信投资未认缴合伙份额，2018年8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

终止与专业机构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作投资的议案》，公司终止了与专业机构日信投资的投资合作。2019年4

月3日，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中冶天工三方签订了《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本公司为该事项承担履约担保责任，

公司为该合同的履约实施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5

月2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与兖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小城季德钼矿露天采矿工程总承

包合同》，该合同就天池钼业小城季德钼矿日处理25000吨钼矿石项目的矿岩采、剥运输，年开采矿石量约825万吨（并满足

发包方扩产要求）的全过程实行总承包。合同预估总价款为人民币9.1262亿元（具体以合同约定条款，实际结算为准）。截

至本报告披露日，吉林天首应付天成矿业股权款2.84亿元，债权款3.42亿元尚未支付，天池矿业尚未向吉林天首发出债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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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面通知，双方就标的债权尚未进行交割。2020年2月21日和2020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天池钼业的增资事项并放弃公司对天池钼业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并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与金堆股

份、亚东投资共同签订增资协议。天池钼业本次增资扩股，金钼股份、亚东投资共同以50,000万元认购天池钼业新增注册资

本14258.9438万元，天池钼业注册资本将由32,500万元增加至46,758.9438万元。本次天池钼业引进投资者对其增资扩股并

放弃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事项，未导致天池钼业控股权发生变化。 

2、2018年8月23日，公司与五洲印染签署了《关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就公司向五洲印染出售持

有的四海氨纶22.26%股权事项达成一致，2018年9月27日和2018年12月17日，本公司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因金房测绘冻结了该

部分股权，吕连根冻结了其中5.16%股权，该出售股权未及时过户。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

民法院（[2019]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内02执恢32号）《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件，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解

除了金房测绘对本公司持有的四海氨纶22.26%股权的冻结、查封。2019年9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与五洲印染签订《关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五洲印染同意本公司将四海

氨纶17%部分的股权过户至其名下，剩余因吕连根借款纠纷案冻结的5.16%股权，将于解除冻结之时再办理过户手续。 

3、2018年9月27日和2018年11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8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2018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8年11月13日，同意公司向9名激励对象授予1,6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为3.97元/股。2018年12月5日，公司披露了《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临[2018-96])，公

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完成，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12 个月、 24个月

和36个月，激励对象解除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除满足授予条件、限售期的相关要求外，必须同时满足公司层面的业绩

考核要求和个人业绩考核要求，否则，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开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8年度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达成予以回购注销对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640万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97元/股，且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将由337,822,022

股减至331,422,022股；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60万股，本次回购注

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60万股。 

4、公司第八届董监事会任期于2019年8月9日届满，公司于2019年8月8日披露第八届董监事会延期换届，同时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相应顺延的公告。2020年1月8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0〕第6号），公司对该关注函涉及董监事会延期换届事宜做出承诺。但由于疫情原因，

公司第八届董监事会换届事宜仍未能如期启动，公司将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随时启动第八届董监事会的换届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以新设立的有限合伙

企业吉林天首以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天成矿业持有的

天池钼业 75%股权和天池

矿业对天池钼业享有的

34,200 万元债权。 

2017 年 04 月 1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临[2017-27]）和《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他相关公告。 

2017 年 06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临[2017-53]）和《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他相关公告。 

2017 年 07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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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7-68]）。 

2018 年 01 月 0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阶段进展公告》（临[2018-01]）。 

2018 年 08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44]）。 

2019 年 04 月 0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13]）、《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

的公告》（临[2019-14]）。 

2019 年 04 月 2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

讯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8-23]）。 

2020 年 02 月 22 日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公告》（临[2020-11]）、《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更正公告》（临[2020-13]）、《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暨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的补充公告》(临 2020-14)。 

2020 年 02 月 22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临[2020-10]）。 

2020 年 03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6]）。 

2020 年 04 月 3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

网站上《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购

买相关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27]） 

公司出售持有的浙江四海

氨纶纤维有限公司

22.26%股权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2018 年 08 月 24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提示性公告》（临[2018-43]）。 

2018 年 08 月 27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临[2018-63]）、《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6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及其他相关公告。 

2018 年 12 月 18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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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临[2018-99]）。 

2019 年 09 月 28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五洲印染签订补充协议的公

告》（临[2019-51])。 

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2018 年 09 月 2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临[2018-63]）、《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64]）、《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 

2018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临[2018-84]）。 

2018 年 12 月 0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

记完成的公告》(临[2018-96])。 

2020 年 04 月 30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内

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条件未达成予以回购注销对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临[2020-29]）。 

公司第八届董监事会换届 

2019 年 08 月 09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

告》（临[2019-45]）。 

2020 年 01 月 16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所关注函回函的公告》

（临[2020-06]） 

2020 年 04 月 11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内蒙

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所关注函回函涉及事

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临[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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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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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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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内蒙古天首

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治理 

公司承诺于

2020年 3月底

前完成董监

事会换届 

2020 年 01

月 16 日 
三个月 未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2020 年 4 月 11 日，公司披露将密切关注疫情动态，随时启动董监事会换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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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1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1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2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2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2020 年 03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20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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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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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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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