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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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王洪亮 因工作原因 戈德伟

独立董事 赵杰 因工作原因 邓腾江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年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379万元。

董事会提议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3,379 万

元，拟以公司总股本 1,689,631,8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2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 5,406.82万元。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根据军队装备由传统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的需求，公司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特别是加大了在智

能化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投入，对资金需求有所增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内蒙一机 600967 北方创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彤 梁岩

办公地址 包头市二号信箱 包头市二号信箱

电话 0472-3117903 0472-3117182

电子信箱 bfcyzqb@s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持续开展轮履装甲车辆、火炮系列军品装备、军民

融合产品、铁路车辆、车辆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资产经营等业务。

军品业务方面，公司作为国家唯一的集主战坦克系列和中重型轮式装甲车系列为一体的装备研制生产

基地，主要研制生产履带、轮式、火炮等系列产品，形成了轮履结合、车炮结合、轻重结合、内外贸结合的研制

生产格局。

铁路车辆可生产敞车、罐车、平车、棚车、漏斗车、专用车 6 大系列 40 多个型号，覆盖 60 吨级到 100 吨

级的整车产品，先后通过 EN15085、TSI、EC以及 AAR认证，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车辆零部件围绕军品、重型汽车、铁路车辆发展，拥有冶炼、铸造、机加、冲压、热处理及试验检测等一整

套机械加工综合制造能力，形成以车辆传动、行动、悬挂、大型精密结构件等为核心的零部件产业集群。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坦克装甲车辆及轮式装甲车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械制造；汽车、

专用汽车、铁路车辆、工程机械整车及零配件设计、研发、制造、采购、销售及售后服务；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冶炼冲锻工具制造、计算机软件、集装箱配件、金属制品、非金

属制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铸造材料、模具、普通机械、环保设备、回转支承产品、压力容器产品、特种防护

产品、安全应急装备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铁路机车、货车、客车零部件以及高铁零部件的研

制、开发、生产、销售；航空、航天、船舶机械、石油机械、煤炭机械、包装机械、电力设备、风力发电设备零部件

的研制、开发、生产、采购、销售及技术服务；矿山机械、液压成型设备及元部件设计、开发、生产、采购、销售

及技术服务；煤机设备制造、销售及维修；进出口业务经营（国家禁止或限制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机械设备安装；特种车辆及零部件研制、开发、生产、采购、销售、维修及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产品试验检

测；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购销；冶金机械；铸造、机械加工、精密加工、装配焊接、

组焊装配、数控切割、冲压、特种材料处理、热处理、表面热处理、防腐涂装、劳务分包、仓储、装卸、采掘工程

承包，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及其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氮气制品、氩气制品、二氧化碳制品、氧

气制品生产、销售；检测和校准技术服务；机电设备保全、修理（安装）、改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延续“研发 +营销 +制造 +售后”的全产业链

制造经营集团化经营管控模式，具有军、民品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的科研设计、工艺研究、生产制造、市场营销

及售后保障等一整套研发制造能力。根据国家军事战略需求组织研发设计防务装备产品，经立项定型后，由

公司根据特定用户订单制订整体经营计划。 生产涉及试验、总装、零件等全部环节，并确保产品按合同节点

完成交付。 销售价格依照国家军品定价采购的相关规定确定。

驱动业务变化的因素分析：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发展。其中，军品方面，圆满完成各项军品科研

生产任务，多批次武器装备交付用户并实现营收，主战坦克在国际竞赛中得到高度认可，5 种装备亮相珠海

航展引起强烈反响，在提升陆军地位基础上，海军、空军、火箭军、武警等军兵种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 民品

方面，铁路车辆市场形势不断好转，国铁车和外贸订单均有增长。 军民融合市场化步伐加快。 4×4特种车全

年合同累计达 1亿元，取得安防系统一级资质；森林消防系列产品订单取得新突破；以第一名成绩夺得第三

军医大学系列装甲救护车舱内医疗救护装置生产权。

行业情况：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加速发展，呈现学科交叉、跨界融合、群体突破态势。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着装备制造的产业形态和生产模式。 在军事领域，战争形态加速向

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演变，对新一代军事装备的研发提出了新要求，高速重载和轻量化是铁路货车发展的

主要方向。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0,329,274,350.43 18,174,804,549.78 11.85 14,074,028,145.35

营业收入 12,266,918,450.90 11,967,458,041.40 2.50 10,059,891,79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33,793,474.00 525,021,591.72 1.67 496,508,7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01,365,540.16 495,547,918.47 1.17 20,554,969.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451,493,240.38 7,808,382,835.10 8.24 7,244,673,45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03,049,949.15 1,769,741,931.41 -9.42 704,304,582.16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2 0.31 3.23 0.32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32 0.31 3.23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63 6.99

减少 0.36 个百分

点

8.5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35,273,540.64 3,547,141,475.83 2,078,190,593.78 5,106,312,84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0,365,491.26 228,540,633.40 60,398,954.85 152,060,4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53,880,487.32 210,249,774.76 52,008,750.81 186,933,653.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11,173,519.89 818,734,003.04 -399,629,372.42 -27,228,201.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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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96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0,2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0 873,119,209 51.68 675,532,214 无

国有法

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54,435,468 3.22 7,564,296 无

国有法

人

山西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 0 43,767,822 2.59 43,767,822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8,664,340 27,220,898 1.61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4,495,487 19,780,308 1.17 0 无 未知

杭州德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8,000,063 18,000,063 1.07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671,674 17,582,361 1.04 0 无 未知

东鼎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17,400,907 1.03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5,310 15,205,239 0.90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万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63,845 12,663,845 0.7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为内蒙古

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者构成法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

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98�亿元，利润总额 5.88�亿元，经济增加值 4.33�亿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入 16.03�亿元，应收账款 8.20�亿元，存货 20.87�亿元，成本费用率 94.60%。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财政部于 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

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

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按照上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2.� 2018�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同年 9�月财政部发布《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规定，明确规定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上述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

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因此，公司自 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8�年可比数。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3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内蒙古一机集团路通弹簧有限公司 参股子公司 二级 35.27 35.27

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在

子公司中权益” 。

证券代码：600967�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 2019-002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2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实际参会董事 10 名。 独立董事王洪亮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委托戈德伟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赵杰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邓腾江独立

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本次董事会无议案有反对 /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没有议案未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以书面和邮件

形式告知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6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投票表决形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名（其中独立董事 5 名），实际参会董事 10 名。 公司董事李全文、魏晋

忠、李志亮、李健伟、吴杰、王彤、丁利生、邓腾江、徐佳宾、戈德伟亲自出席并参加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王洪

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戈德伟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赵杰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

邓腾江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李全文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风险防控委员会 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董事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同日公

告。

6、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6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7%。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3,379万

元，拟以公司总股本 1,689,631,81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32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 5,406.82万元。 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军队装备由传统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

转变的需求，公司研发投入逐年加大，特别是在智能化、专业化、数字化先进制造工艺方面加大投入，对资金

需求有所增加。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提议由于公司 2018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34亿元， 公司拟进行现

金分红，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系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加大产品研发力度，资金需求有所增加。我们认为该分

配方案与公司实际经营及财务状况相符，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并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2019年公司计划实现（合并及现有业务口径）主营业务收入 121亿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

度内，投资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

品,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有利

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

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05号”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管理效率，提升资金管理集中度，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 4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择机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 其中，公司（含全资子公

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最高不超过 350,000万元人民币与兵器财务公司、中兵投资、中兵财富等关联方公司共

同投资流动性好、收益明显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短期（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集合资金计划和信托计划

或购买其发售的理财产品，由中兵投资或中兵财富向公司提供全额本金保障和约定收益保证的承诺函。 本

投资风险低、安全性高。 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额在上述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度内进行。

（1）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我们认真查阅和审核了所有资料，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管理

层进行了深入的询问与探讨。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本项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

合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能够提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货币资金的管理效率。 我

们一致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投资风险低、安全性高，且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额在上述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度内进行。通

过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管理效率和收益水平，风险可控，

投资收益较为可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在召集、召开审议本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了回避原则。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

案，并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李全文、魏晋忠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06号”公告。

1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 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和对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该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理，价格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据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听取公司董事、管理层及有关人员介绍并参阅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 2018年度审计报告的基础上，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发生的关

联交易和对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 该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合

理、公允，决策程序合法，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对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因此，我们

同意此议案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李全文、魏晋忠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需要，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双方约

定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55亿元人民币。 公司预计未来三年内每年向甲方申

请提供的贷款、票据及其他形式的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50亿元，财务公司将根据公司的申请按照每笔业务具

体情况进行审批。

（1）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此次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关联交

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和关联方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依照公平竞争市场原则由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相关产品或服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

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对此议案进

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议案事项，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李全文、魏晋忠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议案

2019年公司拟为包头北方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20,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为内蒙古一

机集团路通弹簧有限公司提供 5,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为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 1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担保，上述担保用于其办理银行承兑及贷款，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对外担保系日常业务所需，公司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公司

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能够解决子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问题，并对其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公

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

有损害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李全文、魏晋忠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2019年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80亿元 （含子公司）。

公司拟办理授信业务的金融机构不限，拟申请的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敞口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

用证等。 授信期限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的议案

根据市场变化和公司经营建设情况，拟将募投项目重载、快捷铁路货车技术改造项目由 2018 年 12 月

延期至 2021 年 6 月，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4X4 轻型战术车产业化建设项

目均由 2018年 12月延期至 2021年 12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载、快捷铁路货车技术改造项目由 2018 年 12 月延期至

2021年 6月， 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 军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4X4轻型战术车产业化建设项目均由

2018年 12月延期至 2021年 12月，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客观情况作出的，符合项目建设

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延长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建设期限，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09号”公告。

1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08号”公告。

1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政策变化进行的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12号”公告。

20、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13号”公告。

2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订）》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有助于进一步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此次章程修订内容，并同意将此章程修订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13号”公告。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完善公司制度体系和部分治理基本制度》的议案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新订：《董事会审计风险防控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科技规划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战

略投资与预算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同日公

告。

25、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14、015号”公告。

2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内容详见同日“临 2019-004号”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事前认可意

见

2、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5、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六届四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6、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等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 2019－003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参会监事 4名。 监事赵晶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事会，委

托监事张瑞敏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监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9年 4月 16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6日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名，实际参会监事 4名。 监事李勇、王铁生、李振新、张瑞敏亲自参加了现

场会议，监事赵晶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监事张瑞敏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李勇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监事审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与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66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7%。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

度内，投资理财产品资金可滚动使用。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有利于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增加投资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理财产品。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管理效率，提升资金管理集中度，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

过人民 45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择机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 其中，公司（含全资子公

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最高不超过 350,000万元人民币与兵器财务公司、中兵投资、中兵财富等关联方公司共

同投资流动性好、收益明显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短期（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集合资金计划和信托计划

或购买其发售的理财产品，由中兵投资或中兵财富向公司提供全额本金保障和约定收益保证的承诺函。 本

投资风险低、安全性高。 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额在上述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额度内进行。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议案》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期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决策、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同意公司《关于

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限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国家财政部政策变化要求进行的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监事会工作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同日

公告。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下转 B1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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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王洪亮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戈德伟

赵杰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邓腾江

1.3�公司负责人李全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健伟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刚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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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4,341,309.49 20,329,274,350.43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595,233,977.14 8,451,493,240.38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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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836,370.02 1,211,173,519.89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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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3,977,540.30 1,535,273,540.64 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7,005,880.73 60,365,491.26 12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2,047,045.80 53,880,487.32 12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1 0.77 10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1 0.036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1 0.036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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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78.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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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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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理财收益 17,585,407.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639,794.40

合计 14,958,8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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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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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73,119,209 51.68 675,532,214 无 国有法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4,435,468 3.22 7,564,296 无 国有法人

山西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 43,767,822 2.59 43,767,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27,285,798 1.61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9,000,000 1.1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8,470,181 1.09 0 无 国有法人

东鼎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00,907 1.03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2,306,085 0.73 0 无 国有法人

杭州德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520,000 0.6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

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764,119 0.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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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97,586,995 人民币普通股 197,586,995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871,172 人民币普通股 46,871,1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27,285,798 人民币普通股 27,285,79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18,470,181 人民币普通股 18,470,181

东鼎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00,907 人民币普通股 17,400,90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306,085 人民币普通股 12,306,085

杭州德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2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764,119 人民币普通股 9,764,11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734,021 人民币普通股 8,734,0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同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北方机械控股有限公司为内

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三者构成法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为

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

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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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度末增减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9,936,592,318.21 8,801,663,115.62 12.89

预付款项 1,757,076,767.32 1,666,250,515.37 5.45

其他应收款 22,187,729.97 14,347,437.55 54.65

本报告期增加投标保证

金较年初增加所致

存货 2,209,734,537.83 2,087,050,860.72 5.88

固定资产 2,108,837,232.92 2,151,283,867.71 -1.97

长期应付款 502,313,468.78 493,492,871.49 1.79

其他应付款 49,539,535.22 56,213,683.69 11.87

专项储备 52,084,837.03 45,349,981.00 14.85

预收款项 7,022,279,429.99 5,944,341,999.67 18.13

合并利润表主要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1-3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1-3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716,727.56 635,828.65 170.00

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同比增加较

大导致

财务费用 -94,522,946.56 -37,521,884.57 151.91

主要由于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实

现利息较多

资产减值损失 496,493.61 12,988,816.66 -96.18 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坏账转回导致

投资收益 17,585,407.33 638,630.14 2653.61 本报告期到期理财收益较多

营业外收入 16,752.00 58,532.90 -71.38

本报告期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无直

接联系的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3,530.00 25,065.28 -85.92

本报告期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3,305,890.69 7,280,299.90 220.12

本报告期利润增加，由此计提所得

税费用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005,880.73 60,365,491.26 126.96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同比

增加较多，同时资产减值损失同比

减少较多。

少数股东损益 1,299,897.57 343,394.11 278.54 控股子公司净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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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全文

日期 2019年 4月 30日

2019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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