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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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冯志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壮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牛振东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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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8,252,731.82 42,381,615,324.14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48,645,586.17 5,410,263,845.65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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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93,409.89 257,149,646.42 -1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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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8,480,390.08 4,768,544,806.32 -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867,328.75 6,804,102.03 -3,96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3,767,746.62 -12,876,521.6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0.11 减少 0.1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029 -3,91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0029 -3,913.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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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8,887.93  

债务重组损益 -371,433.8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39,443.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16,246.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6,332.10  

所得税影响额 -2,646,5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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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合计 10,900,4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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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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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4,674,600 24.19 0 无 0 国有法人 

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309,597,522 13.03 309,597,52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4,798,762 6.52 154,798,76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4,798,762 6.52 154,798,76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连永 20,718,808 0.8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俞炜峰 9,810,3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水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00,000 0.3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

2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000,000 0.34 0 无 0 其他 

张敏 7,715,572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开东 6,913,10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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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74,674,600 人民币普通股 574,674,600 

王连永 20,718,808 人民币普通股 20,718,808 

俞炜峰 9,810,300 人民币普通股 9,810,300 

北京水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 2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张敏 7,715,572 人民币普通股 7,715,572 

徐开东 6,913,100 人民币普通股 6,913,100 

王春荣 6,280,012 人民币普通股 6,280,012 

王宸 6,1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6,600 

彭骞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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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阳煤金陵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北京金陵华软恒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

京金陵华软阳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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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3 月末 2019 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金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幅度（%） 

预收款项 
 

985,515,114.87 -985,515,114.87 -100% 

应交税费 208,271,038.12 135,534,541.19 72,736,496.93 53.67 

变动原因： 

1、预收款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新收入准则，本期将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应交税费所致。 

2、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新收入准则，本期将销售商品及与提供劳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

分类至合同负债、应交税费所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3 月份 2019 年 1-3 月份 比上年同期增减金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 

其他收益 14,862,273.72 21,523,017.25 -6,660,743.53 -30.95 

投资收益 -4,864,395.23 -700,321.70 -4,164,073.53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71,921.63 -171,921.63 -100.00 

营业外收入 2,958,184.68 6,737,454.14 -3,779,269.46 -56.09 

营业外支出   5,579,250.74 1,503,292.63 4,075,958.11 271.14 

利润总额 -320,798,117.36 3,294,176.06 -324,092,293.42 -9838.34 

变动原因： 

1、其他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收到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2、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合营企业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 

3、资产处置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发生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4、营业外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收到的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5、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本期子公司对外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5 / 5 

6、利润总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化工产品市场行情及下游产品需求疲软，使得主要产品价格比同

期下降导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3 月份 2019 年 1-3 月份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金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93,409.89 257,149,646.42 -318,443,056.31 -123.8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34,087.57 -212,842,390.71 129,408,303.1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297,795.33 -614,624,461.00 1,070,922,256.33 不适用 

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资产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及子公司

处置车间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关联方单位借款较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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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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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公司产品价格、销量、毛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了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公司通过资产出售、加大统购统销力度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经济效益，以此冲

抵不利因素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预计将会对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名称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志武 

日期 2020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