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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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蕴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麻帅杰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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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08,194,369.03 15,024,609,590.07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499,061,717.27 4,486,860,497.92 0.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24,375.69 -597,396,441.4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16,784,524.53 2,539,141,857.45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0,423.03 32,205,886.83 -7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76,886.41 25,387,382.39 -10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0.69 减少 0.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6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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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7,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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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4,469,009.5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53,667.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85.43 

所得税影响额 -1,506,833.87 

合计 9,817,3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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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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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2.1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0.6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0.6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0.6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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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人民币普通股 292,494,103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人民币普通股 66,029,0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34,40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2,338,786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人民币普通股 8,909,666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7,179,675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0,109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人民币普通股 5,574,515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人民币普通股 5,14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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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石家庄实业有限公司 4,837,788 人民币普通股 4,837,7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第 1、4、6、8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 2、5、7、

9、10名股东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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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316,784,524.53 2,539,141,857.45 -8.76 

营业成本 1,961,040,509.42 2,062,772,092.17 -4.93 

销售费用 77,427,646.83 122,013,318.18 -36.54 

管理费用 81,285,143.98 123,592,532.69 -34.23 

研发费用 119,852,411.56 179,615,293.97 -33.27 

财务费用 55,723,195.89 2,924,962.90 1,80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24,375.69 -597,396,441.4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200,026.07 569,776,994.61 -201.83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484,722,519.69 2,258,085,188.73 -34.25 

预付款项 465,441,918.79 311,516,562.83 49.41 

合同负债 254,443,881.37 194,743,784.97 30.66 

其他流动资产 267,418,079.40 202,579,460.33 32.01 

短期借款 465,463,066.68 756,821,135.17 -38.50 

应付职工薪酬 113,508,420.21 169,158,982.43 -32.90 



 营业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轨道交通市场、

汽车市场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业务减缓所致。

 财务费用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汇兑损益的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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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货币资金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有息负债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合同负债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新增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短期借款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应支付的职工薪酬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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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国BOGE正常的生产经营受到较大

的冲击，一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预测第二季度德国BOGE经营仍受到疫情较大影响，

公司上半年度业绩存在亏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名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军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