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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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明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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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184,831.93 2,949,672,482.77 3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163,518.93 71,936,067.81 -23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9,758,312.75 24,617,518.53 -545.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3,740,357.80 -315,685,278.47 5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1 0.060 -21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1 0.060 -21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6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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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0,857,705.29 8,461,460,982.42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0,338,995.00 5,476,837,497.0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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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13,176.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615,689.0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357,1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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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0,935.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4,139.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3,107.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6,6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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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594,79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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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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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7% 431,739,560 0 质押 172,380,000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84% 91,240,875 91,240,875   

缪云良 境内自然人 4.75% 63,402,468 63,361,975   

汤优钢 境内自然人 1.76% 23,441,493 18,065,693 质押 23,441,493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南京高科皓熙

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6% 22,076,700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1.50% 20,000,000 0   

任东梅 境内自然人 1.42% 18,974,003 0   

新疆顶立汇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8% 18,446,928 11,259,313 质押 4,200,000 

阙新华 境内自然人 1.16% 15,510,948 15,510,948 质押 15,510,948 

曹文玉 境内自然人 0.99% 13,201,889 13,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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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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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1,739,560 人民币普通股 431,739,560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2,0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76,70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任东梅 18,974,003 人民币普通股 18,974,003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12,6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9,500 

黄全成 8,491,500 人民币普通股 8,491,5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7,722,191 人民币普通股 7,722,19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89,702 人民币普通股 7,189,702 

新疆顶立汇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187,615 人民币普通股 7,187,615 

李伟 6,2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1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缪云良与曹文玉系夫妻关系，二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安徽楚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31,739,5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37%。其中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0,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 

2、皓熙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

本公司股份 22,076,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其中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22,076,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6%，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 

3、黄全成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8,49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4%。其中中邮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7,921,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9%，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3.29%。 

4、李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6,21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其中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9%，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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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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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

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547,525,240.93 1,085,298,843.87 42.59% 

1、规模增长，正常信用期内产品赊销资金所占用的

金额增加；2、受疫情影响，一季度资金回笼速度有

所放缓。                                                                      

应收票据 145,567,184.29 237,178,254.44 -38.63% 主要是报告期末采用票据方式结算货款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 34,736,191.86 72,351,894.91 -51.99% 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固定资产 1,653,157,344.68 1,078,324,460.45 53.3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

产能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转固所致。                                        在建工程 329,494,465.54 773,098,863.72 -57.38% 

递延所得税资

产 
84,703,812.93 41,914,840.99 102.09% 

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可用于抵扣以后期间应纳税所

得额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852,053,614.23 461,936,368.37 84.45% 
主要是报告期末正常占用的应付未付客户原料采购

款增加。               

预收账款 - 79,783,703.9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 

合同负债 100,570,627.94 -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55,645,511.72 94,484,919.48 -41.11% 
主要是公司计提的19年度年终奖金在本报告期内发

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901,184,831.93 2,949,672,482.77 32.26% 

公司募投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能置换及智能

化改造项目中“年产4万吨紫铜带项目”投产，2019

年5月并购鑫海高导，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营业成本 3,721,714,435.44 2,738,020,258.93 35.93% 营业规模增长，营业成本增加。 

税金及附加 11,289,664.05 20,885,891.01 -45.95% 主要系报告期内随增值税计征的附加税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21,884,809.97 7,023,924.05 211.58% 
规模增长，流动资金需求增加，融资规模上升，利息

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34,464,127.19 63,859,560.38 -46.03%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废杂铜收购量下降，与废杂铜采

购密切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5,852,999.56 6,777,180.41 -186.36% 
主要是公司本报告期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件

指定为套期工具的期货合约平仓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9,727,529.18 - -100.00% 

1、公司按新金融准则将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坏账

损失和应收票据坏账损失从“资产减值损失”调整至

“信用减值损失”列示；                                                    

2、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大宗商品铜、锌价格大幅资产减值损失 -77,834,790.42 2,889,760.94 -27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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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以“-”号

填列） 

下跌，公司对报告期末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存货

跌价7,783.48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449,907.63 -270,675.00 -66.22% 

主要是报告期末持有的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

件指定为套期工具的期货合约浮动盈利同比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27,034.21 -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利润总额 -111,138,735.25 83,472,412.29 -233.14% 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延迟复工，同时生产

经营、产品交付收到一定程度影响，营业毛利同比下

降；                                                   

2、报告期内大宗商品铜锌价格大幅下跌，公司对报

告期末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7,783.48万

元。                                                                                                                                                                                            

净利润 -91,024,248.64 73,252,465.15 -224.26%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94,163,518.93 71,936,067.81 -230.90% 

所得税费用 -20,114,486.61 10,219,947.14 -296.82%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同比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53,740,357.80 -315,685,278.47 51.30% 

1、公司周转用存货及正常信用期内应收账款占用资

金增加；                                                             

2、截止3月末，公司应付未付客户原料采购款同比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401,568.11 86,664,608.64 -184.70%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赎回上年度以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较上年同期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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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1、2019年8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83,000万元（含183,000万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2019年9月12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3、2019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2606），公司公

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4、2020年1月17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5、2020年4月17日，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3号）。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等相关材料 
2019 年 08 月 2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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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等相关材料 
2019 年 09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的公告》 

2020 年 01 月 20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2020 年 04 月 18 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9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9月10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10日以及2019年10月2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或法律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4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6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

或员工持股计划、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当回购总额达到20,000万元（含）时，则该部分股份优先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

持股计划，公司将继续实施回购股份并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如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截至 2020 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2,811,262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3.21%，最高成交价为7.6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79,641,049.6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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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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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54.70% 至 -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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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000 至 15,000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07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铜价大幅下跌影响，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2、 二季度，随着公司生产经营恢复，市场需求回暖，金属基础材料及军

工新材料盈利空间扩大； 

3、 公司募投项目铜合金板带产品升级、产能置换及智能化改造项目建成

投产，产销规模持续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期

货交易

所 

无 否 
套期保

值 

6,775.2

7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0 年

03 月 31

日 

6,775.2

7 

6,882.0

6 
  

13,657.

33 
2.56% -846.03 

合计 
6,775.2

7 
-- -- 

6,775.2

7 

6,882.0

6 
0  

13,657.

33 
2.56% -846.0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9 年 04 月 2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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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建立了完备的风险控制体系， 对可能出现的法律法规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以及现金流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有效控制；公司制订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规

范履行审核、审批程序，严格 按照审核后的套保方案操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持有的期货合约的公允价值依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应合约的结算价确定，无需设

置各类参数。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减少公

司生产经营中商品因价格波动而造成的损失，保证公司业务稳步发展。公司将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

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实施操作，从制度上对套期保值的业务风险进行严格的控制。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公司开展商

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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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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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1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2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2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2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2 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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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2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2 月 2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1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12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1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2020 年 03 月 13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战略，具体内

容详见：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2020 年 3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未提供资料。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纯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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