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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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汉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万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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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15,730.22 2,052,424,316.69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2,673,847.28 1,340,860,683.0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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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43,489.61 101,343,069.57 -1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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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316,592.48 379,635,223.73 -3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618,676.54 16,145,723.18 -16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298,805.61 13,396,910.23 -199.2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80 1.26 减少 2.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36 0.055 -165.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6 0.055 -1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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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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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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6,300.46 

包括公司收到产业振兴专项资金

1,000,000.00元、技术和产业奖励资金

150,000.00元；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

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稳岗返还资金

218,708.27元、综合利用项目资金

50,000.00元；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进出

口有限责任公司收到稳岗返还资金

21,725.00元；子公司青岛红星化工集团

天然色素有限公司稳岗返还资金

15,867.19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1,818,812.66 

公司对联营公司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借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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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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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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00.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969.72   

所得税影响额 -447,053.63   

合计 2,680,1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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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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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5,067,336 35.2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11,668 1.55 0 无 0 未知 

曹昱 3,384,302 1.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韦晓玲 2,306,700 0.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欧阳纯正 2,078,077 0.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亚军 1,450,5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锡锋 1,419,638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邱小贞 1,012,5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应路星 957,676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荣华 930,3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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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067,336 人民币普通股 105,067,3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

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611,668 人民币普通股 4,611,668 

曹昱 3,384,302 人民币普通股 3,384,302 

韦晓玲 2,306,7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6,700 

欧阳纯正 2,078,077 人民币普通股 2,078,077 

吕亚军 1,4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500 

张锡锋 1,419,638 人民币普通股 1,419,638 

邱小贞 1,0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2,500 

应路星 957,676 人民币普通股 957,676 

王荣华 930,3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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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年年初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1,614,679.36 29,358,146.36 -60.44 

应收款项融资 46,780,234.02 77,343,874.47 -39.5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000,000.00 5,000,000.00 160.00 

专项储备 4,510,656.91 3,364,872.86 34.05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9,316,592.48 379,635,223.73 -34.33 

税金及附加 2,912,943.01 5,479,383.34 -46.84 

研发费用 121,664.52 17,300.03 603.26 

财务费用 -1,763,299.04 2,876,679.80 -161.30 

其他收益 1,456,300.46 390,000.00 273.41 

投资收益 -735,176.16 -2,764,382.39 - 

资产处置收益 0.00 354,433.39 -100.00 

营业外收入 62,282.24 2,321,859.06 -97.32 

营业外支出 255,182.38 474，361.57 -46.21 

所得税费用 -413,671.46 3,307,625.31 -112.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18,676.54 16,145,723.18 -165.77 

少数股东损益 -1,853,193.37 3,293,183.72 -15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543,489.61 101,343,069.57 -150.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87,835.62 -4,189,268.0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83,398.42 -1,916,011.54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530,791.06 -1,374,914.99 -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预计到期解付的票据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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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融资较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预计背书的票据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专项储备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受下游行业需求减少、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及销售数量降低等因素影响所致；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收入减少、增值税及附加税

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研发项

目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受汇率波动影响，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同比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损失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联营公司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同比减少亏损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处置利得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

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款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固定资产正常报废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盈利减少，所得税费用减少

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受下

游行业需求减少、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降低、生产成本同比增加等因素影响，毛

利率降低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盈利同比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货款回收减少及票据储备减少，以现金形式支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票据储备减少，以现金形式支

付的工程设备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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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

业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汇率变化，本期汇兑收益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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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 3月，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天然色素有限公司（下称红星色素）为延续正常的原

材料采购，继续向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红星集团）借入短期借款 2,000万元，

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公司及子公司红星色素未对该笔借款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

签署了借款合同和履行了相关手续，红星色素以其经营收入作为还款资金来源。红星集团向红星

色素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红星色素降低资金使用流转风险，减少融资费用，有利于生产经营稳定

运行，不会造成重大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该

笔借款余额为 300万元，截止 2020年 3月 31日，红星色素已经偿还完毕。 

（2）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综合考虑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历史发展情况、自身业务特点和相关因素，公司于 2019年 7月 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所持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并于 2019年 7月 13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拟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

告》（临 2019-024）。 

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31.92%股权及债权》的议案，并于2020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31.92%股权及债权的公告》（临2020-006）。 

根据青岛产权交易所相关工作流程，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1.92%股权及债权事宜经公开挂牌及网络竞价后征集到1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青岛港国际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已向青岛产权交易所缴纳保证金11,778.71万元（转让底价

的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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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9日，公司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开挂

牌转让联营公司 31.92%股权及债权的进展公告》（临 2020-007）。 

公司转让所持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1.92%股权及债权符合公司发展方向，有利于

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聚焦发展重点和优势产业，减少公司对外投资损失，

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情况将根据最终审计等结果确定。 

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联营公司，未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股权转让完成

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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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同行业竞争激烈，主要产品销售量及销售

价格下降，主要矿石成本增加，固定成本和费用居高，单位产品盈利能力减弱等因素影响，公司

预计2020年上半年利润实现情况较2019年同期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将紧跟发展变化和经营动态，抓好有效应对举措，全力预防各种不利因素对公司运行产

生的不利冲击。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郭汉光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