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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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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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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杨忠臣 个人原因 王雪莲 

独立董事 于成 工作原因 王雪莲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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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宝泰隆 601011 -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维舟 唐晶 

电话 0464-2915999 0464-291990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16号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16号 

电子信箱 wwz0451@163.com 475542078@qq.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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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606,527,884.58 10,831,778,554.56 10,831,778,554.56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74,812,541.55 6,163,463,875.71 6,163,463,875.71 0.1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390,571.16 279,889,964.66 279,659,626.19 -16.61 

营业收入 1,162,952,721.94 1,553,579,818.00 1,553,116,255.09 -2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03,725.69 88,894,704.90 89,432,807.96 -87.85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51,969.63 62,774,672.82 63,312,775.88 -98.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1.45 1.46 减少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552 0.0552 -8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552 0.0552 -87.86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2,0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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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9 457,177,693 0 质押 325,520,000 

焦云 境内自然人 5.44 87,350,352 0 无 0 

焦阳洋 境内自然人 1.83 29,377,202 0 无 0 

焦岩岩 境内自然人 1.66 26,623,843 0 无 0 

创金合信基金－包商银行－中

建投信托－中建投信托·鹏华定

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24,377,212 0 无 0 

隋熙明 境内自然人 0.72 11,570,000 0 无 0 

刘国力 境内自然人 0.64 10,276,746 0 无 0 

焦贵金 境内自然人 0.51 8,256,310 0 无 0 

任继明 境内自然人 0.39 6,190,000 0 无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融中

证煤炭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1 4,937,858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焦云为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焦云与焦岩岩、焦阳洋为父女关系，焦云与焦贵金为叔

侄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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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7 宝材 02 145439 2017-03-24 2020-03-24 0 6.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5.35%   36.8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89   3.2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主营产品需求下降，价格下滑。面对严峻的

经营形势，公司平稳、安全、有序的推进复工复产，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295.27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5.1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080.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7.85%。净

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①虽然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下降比例基本一致，但是上年同

期营业收入基数大，本期营业收入大幅下降造成毛利绝对额减少；  ②由于销售商品承担的运费

方式发生变化，导致运费增加，销售费用增加额较大。 

2020 年以来，公司所面对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风险、价格波动风险、行业

竞争风险、生产安全风险、政策风险、转型升级风险等方面。为此公司已采取了相应措施： 

1、调整了生产经营计划。2020 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抵抗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经济

运行显著回升，成绩好于预期，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恢复和改善，市场活力逐步显现。随着供给

侧改革方案实施，煤炭产能缩减计划依然持续，对煤炭深加工企业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多方拓宽

渠道采购原材料，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加大与原材料供应商及客户的合作力度，保证原料供应

及销售渠道的稳定性和价格的合理性； 

2、提高在同行业中的竞争能力。积极提升煤炭等原材料的自给率，完善煤化工产业链条，综

合利用焦炭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进行化工产品的生产，除了凭借自身规模提供一定量的副产品进

行深加工外，还可以购买周边小型焦化企业无法利用的副产品来进行加工，同时，加快密林石墨

矿探转采的进度；继续加强相关技术研发，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积极申报国家专利，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加强技术改造，促进工艺装备升级，加大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 

3、强化安全生产。坚决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 12 字方针及

新《安全生产法》，以零伤害为理念，以零容忍为态度，认真实施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把“反

三违”工作落到实处。以精细管理入手，强化员工培训，重点加大新上岗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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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隐患检查整治，实施“三年专项整治行动”，突出现场跟踪管理，强化安全责任制，同时为充分

提高设备完好率和利用率，定期检查保养，排出事故隐患，充分提高维修人员的设备检修技能，

确保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非计划停车情况； 

4、及时了解国家的焦炭行业相关政策。及时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并且在发展规划和生产中

及时落实和实施，从而顺应国家于近年不断推出针对焦炭行业的减少焦炭出口、逐步加大淘汰焦

炭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及鼓励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相关政策； 

5、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不断深入，对公司的原料煤采购、生产

成本、经营流动性等方面影响显著，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在原料煤采购

方面：在疫情期间，公司拓宽原煤采购渠道，多方采购，保证生产平稳运行，确保居民供热供电

正常。在生产成本方面：公司通过节能、降耗等手段，继续深入挖掘潜力，降低生产成本；在防

疫措施增加成本方面：根据防疫指挥部要求，积极采取防疫措施、采购防疫物资等，确保生产稳

定运行。在流动性困难方面：公司积极克服原料煤紧缺和生产成本增加等压力，积极协调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及发行债券，从而补充流动资金，确保资金正常周转。在国家扶持政策方面：公司积

极争取防疫扶持政策，降低贷款成本，减免社保等费用。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

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

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

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公司对以前年度不

进行追溯。 

上述会计政策不影响当期损益，对其他财务数据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预收款项-110,940,612.28 元，

合同负债 99,610,368.01 元，应交税费 11,330,244.27 元。公司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 2020 年 1

月 1 日预收款项-58,753,624.70 元，合同负债 52,023,142.27 元，应交税费 6,730,482.43 元。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