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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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保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芬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燕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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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0,610,063.38 14,738,736,391.93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5,573,252,225.85 5,633,520,476.00 -1.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4,772,040.84 1,693,187.80 25,577.7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352,168.56 -387,772,712.19 76.44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56,704,754.08 -69,160,709.91 -271.1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46,071,692.47 2,520,662,443.58 -3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0,487,038.83 27,099,206.63 -32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694,187.64 8,912,876.02 -635.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08 0.47 减少 1.5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4 0.02 -3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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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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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7,200.00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补贴 934,700.00 元；

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疫情防控稳定就业

岗位返还基金 67,200.00 元；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 1,305,300.0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9,238.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15,109,289.45 汇金物流的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所得税影响额 0.00  

合计 -12,792,8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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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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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709,252,631 43.52 171,052,631 质押 268,882,9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

总公司 
249,600,000 15.31 0 无 0 

国有法

人 

长城（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长城国泰－高

端装备并购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 

85,526,315 5.25 0 无 0 其他 

李保平 36,400,000 2.23 0 质押 36,400,000 
境内自

然人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789,473 1.89 0 无 0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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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 23,400,000 1.44 0 质押 23,400,000 
境内自

然人 

李光平 23,400,000 1.44 0 质押 23,400,000 
境内自

然人 

师和平 20,674,120 1.27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张林兴 19,500,000 1.20 0 质押 19,500,000 
境内自

然人 

吉红丽 19,500,000 1.20 0 质押 1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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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38,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200,000 

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 249,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600,00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长城国泰－高端装备并购契

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85,526,315 人民币普通股 85,526,315 

李保平 36,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400,000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789,473 人民币普通股 30,789,473 

李博 2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0,000 

李光平 2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0,000 

师和平 20,674,120 人民币普通股 20,674,120 

张林兴 1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0 

吉红丽 1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自然人股东李保平与自然人股东李博系

父子关系，与自然人股东李光平系兄弟关系。公司自然人

股东李保平、李光平、李博、张林兴、吉红丽同时系公司

控股股东黄河矿业的股东，其中李保平、李光平、李博同

时在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担任董事职务，吉红丽在公司

控股股东黄河矿业担任监事职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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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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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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5,577.72%，主要原因是：受疫情

影响，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相比变化幅度较大。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76.44%，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降低。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71.17%，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4）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8.66%，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产品产量、销量及

销售价格同比降低。 

（4）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323.21%，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

本期主要产品产量降低，单位成本上升，以及销售价格同比降低。 

（5）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35.12%，主要

原因是：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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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配股发行批文，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配股

尚未启动发行工作。 

（2）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对公司一季度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一定的暂时性影响；二季度，

公司三个子公司新丰科技、黑猫能源、黑猫化工正常生产后加强内部管理，节支降耗，提高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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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日期 2020年 4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