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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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段明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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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476,628,381.04 7,186,307,826.41 -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90,020,018.04 2,876,221,655.22 0.4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6,799,542.41 -16.81% 3,591,120,487.00 -2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063,456.62 795.15% 4,006,898.47 10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6,242,258.43 616.12% -16,767,565.06 8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440,786.60 -31.12% 14,508,485.31 -8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5 793.10% 0.0055 103.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5 793.10% 0.0055 103.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2.89% 0.14%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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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8,0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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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4,950.4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61,1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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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231.9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716,7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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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0,2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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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83,548.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40,957.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8,547.81  

合计 20,774,46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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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

补贴 
11,510,640.0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韩城黑猫属于社会福利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3 号）相关规定，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增

值税即征即退返还 
4,502,928.41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韩城黑猫、朝阳黑猫、邯郸黑猫、济宁黑猫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5]78 号关于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

增值税优惠目录》的通知，享受综合资源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

策。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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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9% 288,57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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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96,06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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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12,11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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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9,07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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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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1% 6,623,80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7% 6,327,328    

孙伟 境内自然人 0.41% 3,0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信盈实 665

组合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39% 2,85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

置 
其他 0.37% 2,70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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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8,576,686 人民币普通股 288,576,686 

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6,068,417 人民币普通股 96,06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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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4,854 人民币普通股 12,11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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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7,586 人民币普通股 9,077,58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4,00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动力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3,80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327,328 人民币普通股 6,327,328 

孙伟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信盈实 665 组合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2,7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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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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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说  明 

货币资金 255,300,535.64 798,213,217.92 -68.02% 主要系银行存款及承兑保证金减少 

应收票据 112,979.56 6,490,844.84 -98.26% 主要系国际信用证减少 

预付款项 130,349,504.12 60,775,023.52 114.48% 主要系预付原料油款增加 

存货 842,155,398.40 600,991,345.35 40.13% 主要系产销率下降，库存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52,509,141.98 32,306,565.67 62.53% 主要系增加了对山东时联的投资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说  明 

财务费用 78,297,821.28 47,629,609.60 64.39% 主要系汇兑损失较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8,826,030.12 2,982,451.12 195.93% 主要系子公司缴纳税收滞纳金 

利润总额 8,896,675.18 -124,583,522.30 107.14% 主要系毛利率上升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说  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26,283,349.65 568,007,146.87 -42.56% 主要系经营性往来变化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08,485.31 144,864,622.87 -89.98% 
主要系存货增加及经营性应收、应付变化

综合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300,000.00 51,350,000.00 -62.41% 主要系对外投资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89,299,150.00 2,375,908,857.62 55.28% 主要系银行借款较同期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948,819,350.00 2,119,900,000.00 86.27% 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较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8,795,268.36 -113,206,040.46 -190.44% 
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较同期增加等因素

综合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3,866,513.02 25,797,536.65 -153.75% 主要系汇率波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68,012,682.28 -179,073,677.63 -161.35% 
主要系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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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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立全资孙公司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在青岛设立全资孙公司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

术创新中心项目的议案。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丰富公司产品

序列，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决定设立全资孙公司“青岛黑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并由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

生产中试基地及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投资总额为15,435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生产线一期项目已建成投产，

二期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2、济宁黑猫对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为了解决煤焦油深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中性酚纳盐废水处理问题，扩展粗酚提纯和酚精制等业务，济宁黑猫与安徽时联特

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荣辉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000万元成立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时联设立时，济

宁黑猫出资450万元，持股比例为15%；山东时联于2020年6月进行增资，济宁黑猫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1,930万元参与。增资

完成后，山东时联注册资本增加至6,800万元，其中济宁黑猫出资总额达2,380万元，占山东时联的股权比例达到35%。截止

报告期末，该增资事宜尚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及核

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截止报告期末，该项激励计划正在推进过程中。 

4、参股公司乌海时联年产1万吨间苯二酚项目投产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在精细化工产业链上的布局，由下属子公司乌海黑猫与安徽时联特种溶剂股份有限公司、

乌海榕鑫能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9月，乌海时联通过参与破产重整，

顺利完成对乌海黑猫三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收购。2020年8月，乌海时联在乌海三兴原有酚精制生产设施的基础上，通过

新增投入和技术改造，完成年产1万吨间苯二酚项目建设及产品工艺试车，已正式投产。截止报告期末，乌海时联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其中乌海黑猫出资总额达3,000万元，占乌海时联的股权比例达到30%。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青岛黑猫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

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2017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咨询网：2017-049《对外投资公告》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0 年 07 月 29 日 
巨潮咨询网：2020-034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议公告》 

参股公司间苯二酚项目投产 2020 年 08 月 11 日 
巨潮咨询网：2020-041《关于参股公司项目投产

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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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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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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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信托理财产品 闲置资金 1,737.80 1,737.80 0 

合计 1,737.80 1,737.8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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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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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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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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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

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9 月 01 日 
公司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天风证券 

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

20 年 9 月 1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2） 

2020 年 09 月 03 日 

中泰证券

投资策略

会，南京

市香格里

拉大酒店 

其他 机构 

中泰证券、银华基

金、拾贝投资、泓澄

投资、交银施罗德基

金 

公司概况、未来布

局情况及参股公

司项目进展情况、

海外产能项目等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

20 年 9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3） 

2020 年 09 月 17 日 

国盛证券

策略会，

上海浦东

香格里拉

大酒店 

其他 机构 

国海证券、兆信资

产、国泰君安资管、

海螺创业投资 

公司概况、未来布

局情况及参股公

司项目进展情况、

海外产能项目等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

20 年 9 月 17 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2020-0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耀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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