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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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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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牛化工 6007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建斌 杨林蓄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联

通南路16号 

河北省邯郸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联通南路16号 

电话 0317-5299303 0317-5299303 

电子信箱 jhzqb600722@126.com jhzqb600722@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甲醇的生产和销售。 

2、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主要业务由持股 50%的控股子公司金牛旭阳经营，金牛旭阳拥有

的甲醇生产能力为 20 万吨/年，生产方式为焦炉气制甲醇。 

（1）采购模式 

金牛旭阳的采购模式为生产部门根据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编制物资需求计划，并报公司领

导批准后形成采购计划，经仓储部门汇总、整理，由公司采购部实施采购，原料采购实行外部采

购为主的模式。金牛旭阳的采购部对供应商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评价；专职人员负责供应商的调查

评价。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料，仓库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物资验收制度核对客户信息，对所有原辅材

料、外购件进行验收入库。 

（2）生产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生产部根据业务的运行要求和销售需求编制、调整年度

和月度生产计划，并将计划下达至生产车间，车间负责人落实生产，生产部对生产进度进行监督、

考核与核准。 

（3）销售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的全部产品由销售部统一销售。销售部拥有具有较长的销售及市场配套服务经

验的专职销售人员，人员稳定，流动性低。销售人员负责收集、汇总产品订单，采购合同经评审

后由生产部按订单编制生产计划，生产部组织车间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经质量检测合格后交付

给客户。 

3、（1）行业情况：公司的主要产品甲醇用途广泛，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材料，在化工、医

药、轻工、纺织等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其衍生物产品发展前景广阔。报告期国内甲醇市场价格

在低位震荡运行。甲醇供给方面，2019 年度国内甲醇产能约为 9000 万吨，同比增长 5.8%，平均

开工率达到 67.7%，处于近几年的高位，随着新增产能以及进口甲醇的冲击下，甲醇市场供应不

断增大；甲醇需求方面，主要下游甲醛、二甲醚等产品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基本没有新增产能投

放，且受环保政策持续收紧影响，甲醇下游企业开工率低迷，甲醇市场需求较弱。 

一季度受国际原油价格走高、烯烃采购增量、国内甲醇装置春季例行检修等多种因素影响，

甲醇市场价格呈窄幅上行趋势；二季度国内甲醇市场行情呈现偏弱态势，随着国内春季检修装置

陆续恢复，国际方面甲醇生产企业装置运行平稳，进口货物持续抵港使社会库存明显增加，受安

全、环保检查等因素影响下游进入需求淡季，甲醇市场价格接连下行；三季度新建甲醇制烯烃装

置陆续投产、前期检修烯烃装置陆续恢复正常，甲醇市场行情出现小幅回涨，然而随着国庆临近

安全、环保监察力度加强导致下游开工受限，甲醇市场行情再度走低；四季度受宏观经济影响国

内甲醇期货价格连续下跌，同时国外甲醇生产装置开工率较高，进口甲醇凭借成本优势倒流入内

地市场，导致甲醇市场价格震荡下跌。 

（2）所处行业地位：公司甲醇产能为 20 万吨/年，在行业内占比较小，约占全国产能的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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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224,148,988.52 1,284,502,383.12 -4.7 1,190,453,653.21 

营业收入 787,219,833.92 956,198,689.12 -17.67 779,307,60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54,712.16 58,356,408.79 -46.44 34,435,54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30,893,996.07 57,631,028.88 -46.39 33,165,187.41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5,973,189.23 975,373,146.22 3.14 916,153,472.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185,894.16 216,540,811.55 -32.03 -1,956,877.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9 0.0858 -46.5 0.05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9 0.0858 -46.5 0.0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52 6.17 -3.01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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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04,202.08 209,021,351.73 255,147,062.86 86,147,21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0,955.45 12,580,079.23 7,164,164.23 6,649,51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17,928.35 12,465,100.26 7,036,143.05 6,674,82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38,111.92 52,665,703.65 25,469,170.41 22,412,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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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7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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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6,036,065 20.00 0 无 0 国有法人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135,995,903 19.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09,231,009 16.06 0 无 0 国有法人 

甄文江   5,493,4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金钢   3,045,157 0.4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朱芳   2,508,3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魏云丽   2,493,3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章荣鑫   1,953,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华丽   1,942,3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飞   1,875,30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冀中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

名其他无限售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 

2019年 9月 27日，冀中集团、冀中股份分别与峰峰集团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冀中集团与

峰峰集团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冀中集团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67,963,935 股股份转让给峰峰

集团；冀中股份将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68,031,968股股份转让给峰峰集团；同时，冀中集团将其另

行直接持有的公司 34,015,984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峰峰集团行使。目前，峰峰集团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 135,995,90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9.99%，在上市公司直接拥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合计为 170,011,88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99%，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实际控制

人仍为河北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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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78,721.9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5.4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089.4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597.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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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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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