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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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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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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231,200.27 2,052,424,316.69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21,470,693.73 1,340,860,683.06 -1.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03,253.72 92,209,807.51 -95.4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897,210,216.78 1,144,552,271.78 -2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786,133.07 58,141,237.62 -1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345,225.94 55,235,025.93 -140.4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4 4.46 减少 5.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20 -1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5 0.20 -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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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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58,386.52 -1,215,8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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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747.81 6,548,184.06 

包括公司收到产业振兴专业资金

3,000,000.00元、工作激励资金 150,000.00

元、稳岗补贴 261,762.50元、社保补贴

57,547.20元、专利资助款 80,000.00元、

退役军人就业增值税减免 53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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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08.27元、综合利用项目资

金 150,000.00元、科技补助经费 300,000.00

元、社保补贴 479,487.81元、培训补贴费

102,9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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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持资金 151,000.00 元；子公司重

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收到稳岗返还资金

596,090.00元、建设补助资金 100,000.00

元、高新奖励资金 100,000.00 元、信息化奖

励资金 160,000.00元、其他补贴款

54,787.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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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贵州省松桃红星电化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收到稳岗返还资金 17,248.10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 989,808.81 2,808,621.47 公司对联营公司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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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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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095.03 1,085,095.03 

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

与备件设备供应商商定应付货款债务重组，

豁免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部

分应付货款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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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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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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120.34 1,072,9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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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6.59 -131,548.92  

所得税影响额 -557,299.03 -1,608,430.17  

合计 3,029,289.85 8,559,0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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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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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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5,067,336 35.54 0 无 0 国有法人 

曹昱 3,384,302 1.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韦晓玲 2,306,700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欧阳纯正 1,978,077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锡锋 1,527,838 0.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国新 1,469,886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亚军 1,450,5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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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631 0.44 0 无 0 未知 

陈永明 1,212,9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晶 1,000,0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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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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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077 人民币普通股 1,978,077 

张锡锋 1,527,838 人民币普通股 1,52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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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新 1,469,886 人民币普通股 1,469,886 

吕亚军 1,4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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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631 人民币普通股 1,315,631 

陈永明 1,21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2,900 

杨晶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岛红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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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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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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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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融资 52,361,728.73 77,343,874.47 -32.30 

预付账款 59,615,934.43 85,472,532.29 -30.25 

合同负债 24,239,981.18 17,881,363.25 35.56 

应交税费 6,740,536.77 11,963,122.53 -43.6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0,000.00 5,000,000.00 300.00 

长期借款 30,000,000.00 50,000,000.00 -40.00 

库存股 23,151,180.00 35,594,000.00 -34.96 

专项储备 1,955,352.85 3,364,872.86 -41.89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税金及附加 8,758,874.96 12,728,674.29 -31.19 

研发费用 352,366.35 576,817.51 -38.91 

财务费用 1,698,627.73 -286,356.15 - 

其他收益 7,179,523.11 1,486,007.16 383.14 

投资收益 -2,379,962.45 -6,767,873.33 - 

资产处置收益 12,187.43 788,637.14 -98.45 

营业外支出 1,973,101.72 2,869,973.26 -31.25 

所得税费用 4,619,118.43 10,686,826.04 -56.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86,133.07 58,141,237.62 -123.71 

少数股东损益 -3,659,505.49 9,782,430.62 -13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3,253.72 92,209,807.51 -95.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11,947.50 37,248,785.71 -141.1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773,763.21 1,241,394.06 -1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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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收款项融资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预计背书转让的票据减少所致； 

2) 预付账款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

责任公司结算预付货款的发票所致； 

3) 合同负债较本年年初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子公司重庆大足红蝶锶业有限公司和贵州

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预收形式的货款增加所致； 

4) 应交税费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盈利减少所致；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本年年初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

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6) 长期借款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大龙锰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报告

期末起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核算所致； 

7) 库存股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授权但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所致； 

8) 专项储备较本年年初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末公司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减少所致； 

9) 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减少、增值税附加税及资源税减

少所致； 

10) 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研发项目减少所致； 

1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汇率波动，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12)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13)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联营公司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14) 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利得减少

所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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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损失减少所

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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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受整体经济形势压力

增大、下游行业需求动力不强和行业仍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影响，主要产品碳酸钡、碳酸

锶、硫酸钡、氯化钡、电解二氧化锰、高纯硫酸锰及硫磺、硫脲、电池级碳酸锂的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导致销售收入和产品利润率下降；子公司贵州省松桃红星电化矿业有限责任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11 / 12 

公司锰矿石受市场需求弱和矿山井巷自身因素影响，锰矿石销售量大幅减少，销售收入及

利润同比减少；同时，公司及子公司生产所需主要矿石采购渠道难度大、价格高，煤炭价

格持续高位，加之人力成本、折旧等成本费用制约了产品盈利能力； 

18)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主要子公司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及

宏观经济整体影响及行业状况尚未改善，而盈利减少所致； 

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产

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同比下降，销售收入减少，货款回收减少所致； 

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借

款同比减少所致； 

2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变动，汇兑收益减少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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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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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红星物流）历史发展情况、自身业务特点和相关因素，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红星

物流 31.92%股权及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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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挂牌转让红星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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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青岛港），

青岛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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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9日，公司与青岛港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具体内容请见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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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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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青岛港已经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20%，即人民币12,814,920.00元

以及债权转让价款的20%，即人民币10,742,500.00元，合计人民币23,557,420.00元；青岛港已经

完成红星物流工商登记变更；红星物流已经全部偿清公司为其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开发区支行提供的连带责任借款，公司担保责任解除。目前，公司根据与青岛港2020年4月9日签

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正委托中介机构对红星物流进行过渡期期后审计事

宜，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对剩余股权及债权转让价款、相关交接事宜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关联方镇宁县红蝶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与红蝶实业的控股股东同为青岛红星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同时转让其所持青岛红星物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及债权，在正

式转让时公司放弃红蝶实业转让其持有红星物流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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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受国外下游客户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同行业竞争

加剧，主要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下降，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居高，固定成本和费用提升，单位

产品盈利能力减弱等因素影响，公司预计2020年度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性利润实现情况较2019年同

期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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