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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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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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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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214,384.92 2,678,354,010.05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08,203,731.34 1,413,787,395.3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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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1,317.57 1,046,399.23 -2,1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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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81,359.38 571,015,768.70 -3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13,664.01 6,428,828.79 -18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574,878.51 4,726,220.57 -28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3979 0.4609 减少 0.8585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262 -187.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262 -1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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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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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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761.45 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94,020.31 理财产品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522,567.26  

合计 2,961,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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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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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57,489,818 23.46  无  国有法人 

章奕颖 15,080,898 6.15  质押 12,100,000 未知 

上海昀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1,730,000 4.79  未知  未知 

傅锋 5,527,885 2.26  未知  未知 

王建淼 5,277,500 2.15  未知  未知 

付增跃 4,643,600 1.89  未知  未知 

王建权 4,622,030 1.89  未知  未知 

赵启平 3,416,694 1.39  未知  未知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红炎

神州牧基金 

3,079,901 1.26  未知  未知 

周宇光 2,957,100 1.21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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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489,818 人民币普通股 57,489,818 

章奕颖 15,080,898 人民币普通股 15,080,898 

上海昀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30,000 

傅锋 5,527,885 人民币普通股 5,52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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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淼 5,2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7,500 

付增跃 4,643,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43,600 

王建权 4,622,030 人民币普通股 4,622,030 

赵启平 3,416,694 人民币普通股 3,416,694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红炎神州牧基金 
3,079,901 人民币普通股 3,079,901 

周宇光 2,9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除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贵绳集团公司

73.33%的股份，其他法人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权益关

系。（2）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已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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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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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年初（同期）

相比增（+）减

（-）比例 

 原因 

应收票据 177.77% 主要是当期收到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73.86% 
主要是承兑能力较强的银行承兑汇票已用于支付当期货款，使

得期末库存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32.49% 报告期内，预付原料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8.25% 报告期内，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0.69% 报告期内，公司缴纳增值税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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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66.78%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付的应

急过渡资金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148.14% 报告期内，公司为满足异地整体搬迁资金需求增加贷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10.83%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9.48% 报告期内，购建异地整体搬迁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8.70% 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37.26% 主要是受疫情影响销量减少、售价降低所致 

营业成本 -36.74% 受疫情影响销量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120.17%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2.06% 报告期内，主要受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利息收入 -33.30% 报告期内，存款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7.32%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量减少、售价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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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遵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中心城区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异地技改工作的意见》

遵府发[2008]37号文件要求，经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正式启动了异地整体搬迁

项目（以下简称新区搬迁）。 

公司所处西部贵州遵义，受地理位置的限制，铁路是公司产品及所需原料运输的主要途径。

公司整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将形成 55万吨产能，产

品及原料进出量将在 100万吨以上。 

由于川黔铁路遵义城区段外迁，使本公司铁路发运货场建设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本公司整

体搬迁项目（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公司积极与遵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希望能尽快完成异地整体搬迁。 

（1）新区土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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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已取得项目用地 1112亩土地使用权证。 

近期，公司已完成新区剩余 154.3亩土地摘牌，目前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截止报告期，公司新区搬迁所需土地 1266.3亩已全部取得。 

（2）新区项目情况 

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托贵州

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绳集团）迁建。协议约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需由

本公司配合或由本公司自行完成的工作，贵绳集团有权要求本公司予以配合或完成；贵绳集团所

接受之受托事项，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详见公司 2018-021号《贵绳股份关于签订委托协议的公

告》。 

2018年 7月 10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异地技改

整体搬迁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贵绳集团与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遵义市南部新区管

理委员会、遵义湘江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丁方）签订协议，共同合作完成异地整体搬迁项目。

协议约定：丁方负责代建本项目除生产设备采购安装、铁路专线及货运场外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

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国家验收规范（详见公司 2018-030 号公告）。 

报告期内，新厂区代建项目已完成各厂房、办公楼、科研和办公大楼、管综、绿化、电力等

设计及深度优化，厂房基桩已完成，地上建筑正按进度推进。 

报告期内，异地技改整体搬迁项目中由公司负责的生产设备采购、安装、调试部分，公司按

省委省政府、省国资委要搬出“贵州速度、遵义速度、贵绳速度” 要求，已完成设备采购招标，

部分新购设备已到公司新区现场进行安装调试。 

报告期内，公司现有六分厂可搬迁的生产设备已经搬迁至新厂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贵州钢

绳(集

团)有

限责任

避免同业

竞争（详

见公司

2014-005

长期有

效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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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号公告）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其他 贵州钢

绳(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搬迁补偿

承诺（详

见公司

2013-018

号公告） 

整体搬

迁项目

建设期

内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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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刚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20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 3 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45,104,422.43 714,189,027.64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299,677.89 1,907,903.32 

应收账款 271,243,239.83 240,573,880.30 

应收款项融资 2,269,533.86 8,681,050.15 

预付款项 61,277,628.51 90,772,634.93 

其他应收款 10,198,452.22 4,897,157.1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408,081,501.71 332,375,195.43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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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07,100,250.78 429,765,202.20 

流动资产合计 1,910,574,707.23 1,823,162,051.14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80,000.00 2,05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94,669,605.45 200,918,588.35 

在建工程 477,211,359.33 463,807,416.76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46,428,759.61 147,169,530.55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30,484.49 426,954.4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819,468.81 20,819,468.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861,639,677.69 855,191,958.91 

资产总计 2,772,214,384.92 2,678,354,010.0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67,300,000.00 274,523,470.84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390,437,700.00 382,272,300.00 

应付账款 133,913,022.60 117,354,069.64 

预收款项 55,070,271.64 54,353,347.27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67,697,134.91 88,851,237.13 

应交税费 8,228,163.40 13,872,722.19 

其他应付款   82,900,453.05 49,706,405.04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096,482.50 24,130,641.37 

其他流动负债 101,559,876.09 126,600,327.47 

流动负债合计 1,131,203,104.19 1,131,664,520.95 

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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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167,347,549.39 67,442,093.75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65,460,000.00 65,46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32,807,549.39 132,902,093.75 

负债合计 1,364,010,653.58 1,264,566,614.7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45,090,000.00 245,09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40,369,036.53 840,369,036.5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080,000.00 1,050,00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70,402,995.97 70,402,995.97 

未分配利润 251,261,698.84 256,875,362.8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1,408,203,731.34 1,413,787,395.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2,772,214,384.92 2,678,354,010.05 

 

法定代表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会计机构负责人：魏勇 

 

利润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 年第一季度 2019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收入 358,281,359.38 571,015,768.70 

减：营业成本 318,467,371.52 503,464,987.26 

税金及附加 785,897.39 2,328,417.40 

销售费用 35,908,745.46 42,096,683.29 

管理费用 6,895,013.66 9,119,750.90 

研发费用 1,811,034.80 822,5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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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1,170,612.34 3,085,369.99 

其中：利息费用 2,827,806.12 2,700,599.25 

利息收入 -1,012,781.99 -1,518,367.67 

加：其他收益 1,189,761.4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294,020.31 2,003,068.5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020,421.88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319,708.10 -5,510,111.15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613,664.01 6,590,955.43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613,664.01 6,590,955.43 

减：所得税费用  162,126.6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613,664.01 6,428,828.7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613,664.01 6,428,828.79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30,000.00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30,000.00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0,000.00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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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583,664.01 6,428,828.7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262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9 0.0262 

 

法定代表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会计机构负责人：魏勇 

 

现金流量表 

2020年 1—3月 

编制单位：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0年第一季度 2019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6,813,518.10 395,513,183.2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02,543.44 1,518,367.6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89,016,061.54 397,031,550.9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05,748,298.26 263,154,319.79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2,062,310.85 84,210,827.98 

支付的各项税费 7,610,519.63 19,080,823.4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636,250.37 29,539,180.5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057,379.11 395,985,151.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41,317.57 1,046,399.2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9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294,020.31 2,003,068.5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2,294,020.31 2,003,068.5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8,922,040.30 14,714,753.05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8,922,040.30 14,714,753.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8,019.99 -12,711,684.5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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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3,000,000.00 59,9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3,000,000.00 59,9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9,900,000.00 43,9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817,803.17 2,697,780.0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2,717,803.17 46,597,780.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82,196.83 13,302,219.9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612,859.27 1,636,934.6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78,061,735.65 501,311,181.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20,674,594.92 502,948,115.68 

 

法定代表人：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期屏会计机构负责人：魏勇 

 

 

4.2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不适用 

 

4.3 2020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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