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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2706359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毅 张志景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电话 0798-8399126 0798-8399126 

电子信箱 heimaoth@126.com heimaoth@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营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炭黑、焦油精制和白炭黑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炭黑产品占逾八成，是公司最主要的主营业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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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黑是碳元素的一种存在形式，基本粒子尺寸大多在10nm-100nm之间。炭黑是橡胶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由于炭黑能

改善轮胎面的耐磨性，极大提高轮胎行驶里程，还能提高胶料的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等物理性能，因此炭黑广泛应用于制造

各种类型的轮胎和其他橡胶制品。炭黑工业对于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按应用范围分类，炭黑可分为橡胶用炭黑和非橡胶用炭黑。其中，橡胶用炭黑按照性能可分为硬质炭黑和软质炭黑两大

类： 

硬质炭黑又称为胎面炭黑。这类炭黑的原生粒子的粒径一般为15nm-45nm之间，它们可以和橡胶分子形成有效的化学键，

能显著提高胎面胶的强度、抗撕裂性能和耐磨性能，多用于轮胎的胎面胶。 

软质炭黑又称胎体炭黑。这类炭黑在橡胶制品中补强效果较差，在很大程度上起填充作用，多用于轮胎的胎侧胶和内胎

胶。这类炭黑的原生粒子的粒径一般在45nm以上，最大可达到100nm以上，能显著改善胶料的粘弹性、耐曲挠性并起到填

充作用。 

非橡胶用炭黑按用途和性能的不同可分为色素炭黑、导电炭黑、塑料用炭黑及专用炭黑等。 

2、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自2004年以来产销量一直保持国内炭黑行业领先地位，并于2013年基本完成国内产能布局，产能规模目前已跻身世

界炭黑企业第三位。  

公司主营产品炭黑是煤焦油深加工产业链的下游产业，系控股股东焦化产业延伸裂变的产物。公司设立以来经过十余年

的高速发展，最终成为以炭黑产品为主导，焦油深加工和白炭黑为两翼，资源综合利用为补充的专业化学品制造龙头企业。

目前公司已分别在景德镇、韩城、朝阳、乌海、邯郸、太原、唐山、济宁建有炭黑生产基地（部分厂区配套焦油深加工产能），

并在青岛、乌海分别建有炭黑、煤焦油产业应用研究机构。是目前国内炭黑行业内产能规模突出、产能布局合理、综合利用

水平较高的炭黑企业。 

本公司主要业务的详尽讨论，请参见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一、概述”部分。关于本公司主要业

绩驱动因素详见本章节“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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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892,980,795.40 6,947,338,883.99 13.61% 4,381,097,33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161,259.50 480,778,460.78 -16.56% 94,134,06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09,672,395.65 473,646,343.99 -13.51% 85,003,651.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7,347,680.13 114,482,954.59 762.44% 489,792,36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18 0.7317 -24.59%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18 0.7317 -24.59% 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5% 18.90% -6.55% 4.6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7,145,073,622.59 7,465,495,850.02 -4.29% 6,179,481,28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63,575,617.73 3,175,003,137.96 5.94% 2,037,810,1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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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61,109,405.01 2,036,678,180.82 1,875,070,191.20 2,120,123,01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4,836,562.78 171,318,291.71 133,674,311.48 -38,667,90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432,590.92 170,732,882.88 132,075,378.64 -27,568,45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944,857.48 199,907,735.98 266,079,365.37 435,415,721.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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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1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9,76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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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9.69% 288,576,686 23,931,583 质押 27,48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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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澍坚 境内自然人 1.95% 14,180,366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民生

通惠通汇 6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54% 11,1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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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海婷 境内自然人 0.42% 3,048,000    

陈锐麟 境内自然人 0.41% 2,991,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4% 2,447,0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360,121    

陈成佳 境内自然人 0.32% 2,32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股东谭澍坚提供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说明，谭澍坚、

谢海婷、陈锐麟、陈成佳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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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世界经济延续温和增长态势，国内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国内生产总值GDP

超过90万亿元，GDP增速实现预期发展目标达到6.6%。化工行业受国家供给侧改革、金融去杠杆及环保监管高压执法等宏观

调控政策延续的影响，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行业整体效益延续较好态势。前三季度，公司主营产品炭黑价格整体较为平稳，

产品盈利水平较为稳定；第四季度，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滑、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影响，国内炭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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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油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炭黑产品价格随之出现大幅下跌，致使公司出现一定程度经营性亏损和跌价损失，年度业绩同比小

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累计生产炭黑99.23万吨，销售96.78万吨，实现产销率97.53%；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7,892,980,795.40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3.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1,161,259.5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56%。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分地区销售结构较上年同期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炭黑产品国内、外销售占比分别为75.69%

和24.31%。主营业务产品毛利率为14.93%，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55%。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具备炭黑生产能力110万吨/年，继续保持国内炭黑行业龙头地位。公司新建2万吨/年特种炭黑项目

已实现规模化生产，有效丰富公司现有产品结构，有望提升炭黑产品的整体盈利水平。青岛黑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新材料研发及生产中试基地、国际合作技术创新中心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有望提升公司在炭黑纳米复合材料

领域的研发和转化能力，为公司主营炭黑产品提供有力的应用技术支持，加快公司研发成果转化的进程。公司通过子公司乌

海黑猫出资参股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济宁黑猫出资参股山东时联黑猫新材料有限公司，能够解决炭黑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酚纳盐废水，同时扩展粗酚提纯和酚精制等业务，进一步向煤焦油下游产业链延伸。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共发生研发支出35,886,43万元，分别在炭黑新产品研发、降低单耗、

循环利用和环保节能方面继续取得较好成果。未来，公司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差异化发展与产业链延伸为两翼，继续保持

在安全环保、节能降耗、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投入，丰富和拓宽产业链的长度和广度，提升向国际化企业发展

的步伐，早日将公司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化学品制造龙头企业”。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炭黑 6,767,175,233.72 1,117,985,127.23 16.52% 17.38% -0.69% -3.01% 

焦油精制产品 686,565,016.27 17,501,624.08 2.55% 4.83% 23.02% 0.38% 

白炭黑 190,629,668.93 14,815,244.39 7.77% 6.74% -3.41% -0.8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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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耀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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