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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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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牛化工 6007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建斌 杨林蓄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豫让桥新区金牛

路1号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区豫让桥新区金

牛路1号 

电话 0319-3906006 0319-3906006 

电子信箱 jhzqb600722@126.com jhzqb600722@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甲醇的生产和销售。 

2、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主要业务由持股 50%的控股子公司金牛旭阳经营，金牛旭阳拥有

的甲醇生产能力为 20 万吨/年，生产方式为焦炉气制甲醇。 

（1）采购模式 

金牛旭阳的采购模式为生产部门根据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编制物资需求计划，并报公司领

导批准后形成采购计划，经仓储部门汇总、整理，由公司采购部实施采购，原料采购实行外部采

购为主的模式。金牛旭阳的采购部对供应商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评价；专职人员负责供应商的调查

评价。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料，仓库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物资验收制度核对客户信息，对所有原辅材

料、外购件进行验收入库。 

（2）生产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生产部根据业务的运行要求和销售需求编制、调整年度

和月度生产计划，并将计划下达至生产车间，车间负责人落实生产，生产部对生产进度进行监督、

考核与核准。 



（3）销售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的全部产品由销售部统一销售。销售部拥有具有较长的销售及市场配套服务经

验的专职销售人员，人员稳定，流动性低。销售人员负责收集、汇总产品订单，采购合同经评审

后由生产部按订单编制生产计划，生产部组织车间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经质量检测合格后交付

给客户。 

3、（1）行业情况：公司的主要产品甲醇用途广泛，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材料，在化工、医

药、轻工、纺织等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其衍生物产品发展前景广阔。报告期国内甲醇市场价格

在低位震荡运行。2020 年度国内甲醇产能约为 9800 万吨，产量总计约为 6300 万吨，进口总量约

1300 万吨，国产、进口体量均维持增加态势；受新冠肺炎疫情、下游企业开工率不足等因素影响，

甲醇需求萎缩，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2020 年年初基于进口缩量、春节后补货预期，甲醇价格小幅走高；春节后受新冠疫情爆发，

下游中小型企业复工迟缓，开工率较低，以及受国际原油暴跌等因素影响，甲醇市场价格整体呈

大幅大跌，期间多地价格跌至历史低位；4 月至 8 月上旬，受上半年港口甲醇库存的持续高位等

因素影响，甲醇市场价格经过大幅下跌后，在市场底部区间震荡；8 月下旬至报告期末，受国际、

国内甲醇生产装置停产检修，而甲醇传统下游烯烃、醋酸的需求尚可等多种因素支撑，甲醇市场

价格触底反弹，12 月下旬多地突破年初高点创下年内新高。 

（2）所处行业地位：公司甲醇产能为 20 万吨/年，在行业内占比较小，约占全国产能的 0.20%。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1,239,819,123.01 1,224,148,988.52 1.28 1,284,502,383.12 

营业收入 404,035,305.28 787,219,833.92 -48.68 956,198,68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25,926.88 31,254,712.16 -68.24 58,356,40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297,798.81 30,893,996.07 -69.90 57,631,0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12,459,571.88 1,005,973,189.23 0.64 975,373,14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522,587.47 147,185,894.16 -77.90 216,540,81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6 0.0459 -68.19 0.08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6 0.0459 -68.19 0.08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9835 3.16 -2.18  6.1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20,483,218.29 112,264,870.95 90,061,421.10 81,225,79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4,902.81 3,700,724.12 2,020,381.70 139,91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055,059.06 3,002,036.07 2,200,556.43 40,14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76,071.56 -9,332,417.60 4,764,419.43 

25,414,514.0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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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4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3,059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45,267,074 36.05 0 无 0 国有法人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135,995,903 19.99 0 质押 67,990,000 国有法人 

郭强   4,159,800 0.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笑   2,831,208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兰   2,696,100 0.4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樊菲   2,505,158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智瑜   2,036,678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管炜   1,775,2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瞿新民   1,723,3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志华   1,693,354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系冀中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股东与前十名其他无限售股东无关

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

动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0403.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2.59 万元，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29.7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245.96 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14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腾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主要建设 2,000.00吨/年 D-苯甘氨酸、3,000.00 吨/年苯乙酸项目。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子公司揭阳华南沧化实业有限公司、河北金牛物流有限

公司、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沧州金牛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内蒙古腾烨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