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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011     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0-028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的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 2020 年 1-3 月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

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20 年 1-3 月） 

经营数据 

（2019 年 1-3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煤焦

行业 

焦炭 

（含焦

粉、焦粒） 

营业收入 元 471,964,288.57 546,235,513.37 -13.60 

营业成本 元 447,298,932.06 517,214,271.06 -13.52 

生产量 吨 286,073.18 372,022.00 -23.10 

销售量 吨 282,590.88 317,131.05 -10.89 

库存量 吨 87,286.36 146,382.19 -40.37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0 0   

营业成本 元 0 0   

生产量 吨 37,855.00 148,163.00 -74.45 

销售量 吨 0 0   

库存量 吨 68,653.06 208,534.43 -67.08 

化工

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11,519,168.50 13,290,851.71 -13.33 

营业成本 元 1,230,334.21 2,026,791.56 -39.30 

生产量 吨 4,123.00 4,305.40 -4.24 

销售量 吨 3,555.30 4,803.18 -25.98 

库存量 吨 917.19 79.81 1049.22 

甲醇 营业收入 元 51,517,235.38 39,613,911.76 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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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元 21,063,033.54 15,780,291.26 33.48 

生产量 吨 24,937.74 30,792.10 -19.01 

销售量 吨 28,562.64 20,350.70 40.35 

库存量 吨 3,326.39 11,177.57 -70.24 

精制洗

油及沥

青调和 

营业收入 元 31,817,191.14 43,321,586.23 -26.56 

营业成本 元 11,102,611.24 13,498,192.23 -17.75 

生产量 吨 17,669.50 36,949.27 -52.18 

销售量 吨 13,327.89 12,640.33 5.44 

库存量 吨 15,258.35 9,289.65 64.25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7,188,097.34 64,512,631.91 -88.86 

营业成本 元 5,222,089.69  13,436,526.59 -61.14 

生产量 吨 557.00 12,399.00 -95.51 

销售量 吨 1,874.75 6,756.15 -72.25 

库存量 吨 19,568.28 17,891.90 9.37 

热电

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12,952,212.24 10,218,858.48 26.75 

营业成本 元 11,125,232.75 5,747,219.79 93.58 

生产量 度 103,153,733.00 137,722,516.00 -25.10 

销售量 度 41,932,593.00 33,830,160.00 23.95 

库存量 度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45,087,721.87 46,222,050.81 -2.45 

营业成本 元 46,335,567.67 42,213,816.12 9.76 

生产量 吉焦 1,698,025.00 1,493,844.00 13.67 

销售量 吉焦 1,618,426.00 1,416,606.00 14.25 

库存量 吉焦  -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   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 量 0.00 33,010.62 60,078.00 214,143.10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 -2.30 

粗苯 17.09 

甲醇 -7.34 

精制洗油 1# -3.74 

精制洗油 2#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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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调和组分 -28.05 

电力 2.26 

供热 -14.62 

            针状焦（煅前） -51.46 

针状焦（煅后） -79.32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22.06 

精煤（自产） -12.10 

精煤（外购） 12.68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0 年第一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

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

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