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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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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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风斌 董事 因公出差 杨锦龙 
 

1.3  公司负责人杨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安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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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395,850.89 5,681,789,914.91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2,171,106.56 1,948,469,066.76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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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690,021.59 52,548,695.49 2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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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001,133.73 2,338,735,629.65 -3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71,299.12 19,717,151.18 -14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87,704.73 19,010,391.16 -13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1.31 减少 1.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2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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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4,9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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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965.47 

债务重组损益 142,20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87,601.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52 

所得税影响额 4,873.68 

合计 -3,083,5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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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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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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 317,807,116 31.57 0 质押 317,807,116 境内自然人 

董小林 19,290,000 1.9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帮雄 9,721,372 0.9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温志军 4,300,0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跃先 4,034,5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友珍 3,550,0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豫 3,322,668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小蓉 3,120,6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小杰 3,000,011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开东 2,807,100 0.2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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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民 317,807,116 人民币普通股 317,807,116 

董小林 19,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90,000 

郑帮雄 9,721,372 人民币普通股 9,721,372 

温志军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李跃先 4,0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4,500 

李友珍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刘豫 3,322,668 人民币普通股 3,322,668 

徐小蓉 3,120,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600 

张小杰 3,000,011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11 

徐开东 2,80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安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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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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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
例(%) 

变化原因 

应收款项融资  14,090,000.00  50,331,987.67  -72.01 主要是报告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923,706.00  14,251,906.00  -58.44 主要是报告期内结算了预付设备货款所致 

预付账款  41,455,639.22  72,538,676.39  -42.85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的原材料款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3,276,709.94  703,371.02  365.86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安全费用金额增加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例(%)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1,539,001,133.73 2,338,735,629.65 -34.20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阶段性实行限

产，导致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焦炭、型钢的产

销量同比降低；同时，市场低迷，产品销售

价格也有所降低 

营业成本 1,448,135,601.18 2,187,351,008.53 -33.80 

营业利润 -477,773.85 22,732,209.11 -102.10 

利润总额 -6,165,974.02 20,608,887.65 -129.92 

净利润 -8,716,051.39 19,828,767.87 -143.96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871,299.12 19,717,151.18 -144.99 

利息收入 940,233.61 242,791.33 287.26 主要是保证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7,703.77 33,661.07 279.38 主要是报告期内偶然所得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550,077.37 780,119.78 226.88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当期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5,815,903.94 2,156,982.53 169.63 主要是报告期内对外捐款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55,247.73 111,616.69 39.09 主要是子公司国贸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1,265,667.31 45,009,454.75 -30.54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销量减少，相应运输费用

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2,034,842.47 48,809,542.56 -34.37 
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主要产品产量减少，

相应修理费用减少，另外环境美化费用同比

减少所致 

研发费用 2,400.00 119,571.41 -97.99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项目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 -1,890,870.20 - 因会计政策变更，计提的坏账准备报告期内

列示在信用减值损失，上年同期列示在资产

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28,251.44 - - 

 

（3）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主要会计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8,690,021.59 52,548,695.49 156,141,326.10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减少幅度

小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幅

度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5,096.92 -3,014,417.99 189,321.07 

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849,963.78 -50,650,174.82 39,800,211.04 

报告期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与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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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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事项段的审计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逾期银行借款8.21亿元、逾期应付

利息1.88亿元、逾期未缴税费0.86亿元、逾期未缴社保1.68亿元的事项。 

针对该等逾期债务，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加快与相关单位沟通，积极协商并落实解决措施。

对于逾期银行借款问题，其中在渤海银行太原分行的逾期债务本金余额为0.26亿元，公司已与渤海

银行太原分行达成分期还款协议，目前正在按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其余7.95亿元均为在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逾期债务，目前双方正在积极协商妥善的解决方式。对于逾期社保问题，

自2019年起公司已不再新增社保欠费，已到退休年龄的员工一次性给予缴清社保欠费，并根据公司

资金情况逐步清缴旧欠。对于逾期税费问题，公司也将根据税务部门的相关规定，逐步清缴欠税。 

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随着钢铁、焦化行业和市场的逐步回暖，公司的主营业务盈利

能力已有显著改善，未来随着公司采取的后续改善措施的实施，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金状况将得到

进一步改善，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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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锦龙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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