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8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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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毅 张志景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电话 0798-8399126 0798-8399126 

电子信箱 heimaoth@126.com heimaoth@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炭黑、焦油精制和白炭黑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炭黑产品占逾八成，是公司最主要的主营业务产品。 

炭黑是碳元素的一种存在形式，基本粒子尺寸大多在10nm-100nm之间。炭黑是橡胶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由于炭黑能改

善轮胎面的耐磨性，极大提高轮胎行驶里程，还能提高胶料的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等物理性能，因此炭黑广泛应用于制造各

种类型的轮胎和其他橡胶制品。炭黑工业对于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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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应用范围分类，炭黑可分为橡胶用炭黑和非橡胶用炭黑。其中，橡胶用炭黑按照性能可分为硬质炭黑和软质炭黑两大

类： 

硬质炭黑又称为胎面炭黑。这类炭黑的原生粒子的粒径一般为15nm-45nm之间，它们可以和橡胶分子形成有效的化学键，

能显著提高胎面胶的强度、抗撕裂性能和耐磨性能，多用于轮胎的胎面胶。 

软质炭黑又称胎体炭黑。这类炭黑在橡胶制品中补强效果较差，在很大程度上起填充作用，多用于轮胎的胎侧胶和内胎

胶。这类炭黑的原生粒子的粒径一般在45nm以上，最大可达到100nm以上，能显著改善胶料的粘弹性、耐曲挠性并起到填充

作用。 

非橡胶用炭黑按用途和性能的不同可分为色素炭黑、导电炭黑、塑料用炭黑及专用炭黑等。 

2、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自2004年以来产销量一直保持国内炭黑行业领先地位，并于2013年基本完成国内产能布局，产能规模目前已跻身世

界炭黑企业第三位。  

公司主营产品炭黑是煤焦油深加工产业链的下游产业，系控股股东焦化产业延伸裂变的产物。公司设立以来经过十余年

的高速发展，最终成为以炭黑产品为主导，焦油深加工和白炭黑为两翼，资源综合利用为补充的专业化学品制造龙头企业。

目前公司已分别在景德镇、韩城、朝阳、乌海、邯郸、太原、唐山、济宁建有炭黑生产基地（部分厂区配套焦油深加工产能），

并在青岛、乌海分别建有炭黑、煤焦油产业应用研究机构，是目前国内炭黑行业内产能规模突出、产能布局合理、综合利用

水平较高的领军企业。 

本公司主要业务的详尽讨论，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部分。关于本公司主要业

绩驱动因素详见本章节“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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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6,544,208,710.51 7,892,980,795.40 -17.09% 6,947,338,88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366,595.52 401,161,259.50 -168.89% 480,778,46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392,940.79 409,672,395.65 -164.05% 473,646,34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483,709.97 987,347,680.13 -49.11% 114,482,954.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01 0.5518 -168.88% 0.73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01 0.5518 -168.88% 0.73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2% 12.35% -21.27% 18.90%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7,186,307,826.41 7,145,073,622.59 0.58% 7,465,495,85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76,221,655.22 3,363,575,617.73 -14.49% 3,175,003,137.9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559,833,223.46 1,611,529,281.76 1,667,126,131.43 1,705,720,07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246,851.10 -42,110,881.38 -10,510,459.32 -149,498,40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174,417.79 -43,872,842.32 -12,834,736.27 -130,510,94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478,563.51 134,597,697.53 87,745,488.85 357,619,087.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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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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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44,83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7,015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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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9% 288,576,686 23,931,583 质押 23,931,583 

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21% 96,068,417 96,068,417 质押 96,068,4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7,174,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匠心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7% 5,596,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6% 4,778,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精选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3,957,78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

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48% 3,504,543    

孙伟 
境内自然

人 
0.41% 3,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中证国企一带一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2,849,954    

马秋丽 
境内自然

人 
0.29% 2,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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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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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受全球需求疲弱、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制造业景气度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主要发达

经济体增速持续下行。国内经济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下，总体保持了平稳运行态势，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9万亿

元，同比增长6.1%。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产销量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呈现负增长，轮胎企业开工率也较

2018年度出现大幅下滑。下游需求端的疲软，叠加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原油价格下行、炭黑行业新增产

能释放等不利因素影响，炭黑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产炭黑96.61万吨，销售96.32万吨，实现产销率99.70%；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4,420.87万元，同

比下降17.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36.66万元，同比下降168.89%。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销售结构较上

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产品国内、外销售占比分别为79.14%和20.86%。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具备炭黑年生产能力

110万吨，继续保持国内炭黑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筹备首个海外产能基地项目、景德镇基地尾气发电项目顺利投产、青岛黑猫新材料

研究院生产中试项目一期建成、乌海黑猫特种炭黑产能释放等。同时，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品升级、规避同质化

竞争，加快特种炭黑、白炭黑、低滞后炭黑等产品的市场推广。继续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完成对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的增资，持续加大对精细化工等相关高附加值产业链的布局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分别在炭黑新产品的研发、降低能耗、资源循环利用、环保节能等方面取

得较好成果。公司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差异化发展与产业链延伸为两翼，继续保持在安全环保、节能降耗、技术研发、资

源 循 环 利 用 等 方 面 的
投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长度、扩大产业链宽度，加快向国际化企业发展的步伐，早日将公司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化
学品制造龙头企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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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炭黑 5,579,132,432.89 358,924,614.74 6.43% -17.56% -67.90% -10.09% 

焦油精制产品 519,614,871.56 -556,582.42 -0.11% -24.32% -103.18% -2.66% 

白炭黑 217,774,066.05 19,193,191.16 8.81% 14.24% 29.55% 1.0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2019年 2018年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元） 6,544,208,710.51  7,892,980,795.40  -1,348,772,084.89  -17.09% 

营业成本（元） 6,104,077,566.84  6,654,417,757.35  -550,340,190.51  -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276,366,595.52  401,161,259.50  -677,527,855.02  -168.89% 

变化说明：2019年度公司收入较上期降低17.09%，营业成本较上期降低8.27%，而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168.89%，主

要系产品销售价格降低的幅度大于原料采购价格下降的幅度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的变更及依据 

（1）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类别： 

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②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③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本公司管理金融资

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而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

和应收款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

损失”模型。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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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

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

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的准则和财务报表格式，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804,013,907.60 -803,165,067.02 848,840.58 

应收款项融资  803,165,067.02 803,165,067.02 

短期借款 1,728,400,000.00 3,634,966.78 1,732,034,966.7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0 352,916.67 300,352,916.67 

应付利息 3,987,883.45 -3,987,883.45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694,938,515.62 -694,938,515.62  

应收款项融资  694,938,515.62 694,938,515.62 

短期借款 1,187,000,000.00 2,500,480.55 1,189,500,480.5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00,000,000.00 352,916.67 300,352,916.67 

应付利息 2,853,397.22 -2,853,397.22  

 

本公司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进行调整，无需对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2）执行修订后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根据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除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列报变化以外，本公司将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列

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本公司

相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期间报表，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2、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3、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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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耀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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