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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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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段明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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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16,322,504.93 6,179,481,284.24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4,940,662.84 2,037,810,194.89 47.9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9,208,226.40 46.52% 4,718,688,172.13 5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3,511,299.61 95.56% 318,839,630.33 772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9,326,344.20 92.71% 310,673,106.62 2933.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0,158,085.98 -37.48% 86,197,223.51 -7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2 66.51% 0.4385 6,45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2 66.51% 0.4385 6,45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1.63% 14.43% 14.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50,702.0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291,556.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1,142.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60,357.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4,234.90  

合计 8,166,523.7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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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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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9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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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9% 288,576,686 23,931,583 质押 83,750,715 

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1% 96,068,417 96,068,417 质押 96,068,41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9% 7,174,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丝路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6,132,736    

谭澍坚 境内自然人 0.80% 5,792,103    

王兆英 境内自然人 0.54% 3,90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

之星 322 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50% 3,614,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

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3,483,6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国

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301,800    

丁伟 境内自然人 0.44% 3,217,3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4,645,103 人民币普通股 264,645,10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4,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32,736 人民币普通股 6,132,736 

谭澍坚 5,792,103 人民币普通股 5,792,103 

王兆英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浦江之星 322 号集合资金信

托 
3,61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4,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483,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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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1,800 

丁伟 3,217,3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7,3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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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初数 期末数 变动幅度 说明 

预付账款 69,599,425.12 179,837,968.90 158.39% 主要系预付原料油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34,744,593.12 359,413,103.81 166.74% 
主要系本期新增朝阳搬迁、乌海特炭项目等

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3,741,843.09 18,349,268.03 390.38% 
主要系本期朝阳搬迁、乌海特炭项目工程物

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743,034.06 3,504,160.00 -72.50%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22,000,000.00 36,400,000.00 -83.60% 主要系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贷款所致 

长期借款 70,400,000.00 270,400,000.00 284.09% 主要系公司长期贷款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845,294,089.45 1,405,665,289.45 66.29% 
主要系报告期内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募集

资金净额增加股本剩余部分转为资本公积 

未分配利润 515,180,644.54 803,667,095.07 56.00%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合计 
2,192,445,675.69 3,178,838,188.14 44.99% 主要系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于本期到账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上年同期数 本年累计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3,075,733,335.21 4,718,688,172.13 53.42% 主要系公司销售产品单价上涨所致 

营业成本 2,554,839,042.11 3,828,514,597.75 49.85% 主要系公司采购原料油单价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11,645,384.71 32,841,961.16 182.02% 

主要系受会计准则调整影响（本期印花税、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在此科目列示） 

资产减值损失 
41,363,352.75 21,913,795.69 -47.02% 

主要系本期销售产品单价上涨导致资产减值

减少 

投资收益 -552,721.23 1,786,474.73 423.21% 主要系联营单位鑫宝化工本期盈利增长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753,893.67 10,967,349.28 -47.16% 

主要系受会计准则变更影响（与生产经营相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所得税费用 14,033,127.22 43,780,708.24 211.98% 主要系本期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179,440.78 318,839,630.33 7728.76% 主要系本期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上年同期 本年累计 变动幅度 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1,637,896.91 235,631,778.24 45.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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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8,477,618.87 86,197,223.51 -79.88%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而同期经营

性应收项目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440,000.00 1,615,900.00 -87.0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较

同期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 

93,924,029.22 151,660,617.42 61.47% 主要系本期工程投入较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2,589,329,400.04 3,605,418,526.20 39.24% 由于本期银行借款较同期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3,689,786.04 -11,280,126.38 -405.71%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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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6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公司于

2017年7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批复后立即启动发行工作，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17年7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顺利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为：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景德镇市焦化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价格为5.74元/股，发行股份数量12,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68,88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842.8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68,037.12万元将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新建2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内蒙古煤焦化工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新建2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的议案。公司作为国内炭黑龙头企业，近年来持续保持在特种炭黑研发方面的投入，并取得了

一定的研发成果。为丰富炭黑产品结构、加快炭黑产品升级、加速研发成果转化、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决定由内蒙古煤

焦化工新材料研究院用自筹资金18,977.75 万元，在乌海市投资建设 2 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正处于

建设阶段。 

     三、设立全资孙公司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设立全资孙公司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术创新

中心项目的议案。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丰富公司产品序列，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决定设立全资孙公司“青岛黑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并由其投资建设“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

基地及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投资总额为15,435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正处于前期实施阶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项 2017 年 07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关于内蒙古煤焦化工新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新建 2 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的公告 
2017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2017-009 《关于内蒙古煤

焦化工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建 2 万

吨/年特种炭黑项目的公告》 

关于设立全资孙公司并投资建设新材料

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术创

新中心项目 

2017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2017-049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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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9.91% 至 452.4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8,000 至 52,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413.4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产品炭黑行业下游市场需求稳定，受供给侧改革和环保执法趋严

等宏观政策影响，炭黑行业供需格局及竞争秩序持续好转，炭黑产品价格

上涨，公司规模和产能布局优势突显，产品销售毛利率显著提升，公司业

绩同比大幅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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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耀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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