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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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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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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447935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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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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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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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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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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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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发展阶段及公司所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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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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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5,559,775,957.99 6,544,208,710.51 -15.04% 7,892,980,79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008,347.18 -276,366,595.52 135.10% 401,161,25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930,294.33 -262,392,940.79 135.80% 409,672,395.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64,771.78 502,483,709.97 -108.81% 987,347,68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34 -0.3801 135.10% 0.55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33 -0.3801 135.07% 0.5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8.92% 12.23% 12.35%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932,715,344.44 7,186,307,826.41 -3.53% 7,145,073,6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93,735,494.57 2,876,221,655.22 4.09% 3,363,575,6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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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7,648,777.01 1,106,672,167.58 1,386,799,542.41 1,968,655,47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6,721.55 -65,089,836.60 73,063,456.62 93,001,44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56,023.49 -75,953,800.00 66,242,258.43 110,697,85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616,260.85 288,683,959.56 60,440,786.60 -58,773,2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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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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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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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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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7,973,35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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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 6,199,0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8% 4,300,900    

刘华 境内自然人 0.40% 2,975,900    

丁娟 境内自然人 0.31% 2,300,000    

刘红英 境内自然人 0.30% 2,271,600    

元元 境内自然人 0.26% 1,9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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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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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原油及大类能源化工品价格大幅下滑，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轮胎和炭黑行业

国内外需求萎缩，产品价格和产销率大幅下滑。下半年以来，受益于中国政府迅速控制国内疫情，海外市场供应链断供等因

素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快速恢复，国内经济实现全面复苏，国内制造业大面积复产复工，炭黑下游需求快速回升，尤其

进入四季度以来北方地区叠加环保限产等因素影响，炭黑行业出现供需偏紧格局，炭黑产品毛利率快速修复，行业保持较高

景气度。同时，2020年以来公司推行的一系列提质增效措施，加强成本管控、提升能耗水平、推广差异化产品、布局精细化

工产业链等在年内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最终全年业绩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生产炭黑92.81万吨，销售93.11万吨，实现产销率100.32%；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5,977.60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00.8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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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销售占比分别为85.29%和1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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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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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5,921,135.17 556,451,110.38 12.03% -17.09% 55.03% 5.60% 

焦油精制产品 561,996,610.15 4,248,249.12 0.76% 8.16% -863.27% 0.87% 

白炭黑 174,210,465.45 -20,181,905.64 -11.58% -20.00% -205.15%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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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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元） 5,559,775,957.99 6,544,208,710.51 -984,432,752.52 -15.04% 

营业成本（元） 4,972,919,036.67 6,104,077,566.84 -1,131,158,530.17 -1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元） 
97,008,347.18 -276,366,595.52 373,374,942.70 135.10% 

重大变化说明：2020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35.10%，主要系产品毛利上升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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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以及通知，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统称

“原收入准则”)。在原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

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提供了更多的指引，在新收入准则下，本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

断标准，具体收入确认和计量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 

资产：    

存货 600,991,345.35 -1,069,430.11 599,921,915.24 

应收账款 1,203,140,148.23 -9,536,124.95 1,193,604,023.28 

合同资产  10,605,555.06 10,605,555.06 

负债：    

预收款项 42,008,177.23 -42,008,177.23  

合同负债  37,175,378.08 37,175,378.08 

其他流动负债 2,231,828.90 4,832,799.15 7,064,6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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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会计政策变更前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新收入准则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后 

2020 年 1 月 1 日余额 

负债：    

预收款项 31,212,398.25 -31,212,398.25  

合同负债  27,621,591.37 27,621,591.37 

其他流动负债 697,916.99 3,590,806.88 4,288,7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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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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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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