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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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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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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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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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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171,362,505.22 3,897,787,585.83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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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357,732.48 306,154,854.49 -13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047,260.11 305,165,473.80 -13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119,134.02 285,852,593.46 -8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00 0.4211 -13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00 0.4211 -13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9.41%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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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5,452,854.55 7,145,073,622.59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36,209,283.83 3,363,575,617.73 -9.7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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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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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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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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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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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7,057,1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

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39% 2,844,143    

李顺友 境内自然人 0.37% 2,659,188    

于小彬 境内自然人 0.24% 1,753,800    

陈松坚 境内自然人 0.20% 1,456,000    

洪进财 境内自然人 0.17% 1,200,000    

范慧 境内自然人 0.15% 1,09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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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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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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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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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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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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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放缓，美国实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持续扩大，主要发达

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仍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5万亿元，同比增长6.3%，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国内汽车行业在产能和保有量持续二十

年高速增长后，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遭遇寒冬，产销数据出现连续下滑，同时叠加贸易摩擦加剧、需求下降等不利因素影响，

公司下游轮胎行业开工及采购意愿下降；上游炭黑原料油受焦化行业产能收缩影响，价格始终维持高位运行，综合因素导致

公司主营产品炭黑毛利率下滑，半年度业绩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累计生产炭黑47.96万吨，销售45.30万吨，实现产销率94.46%；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17,136.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35.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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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8%和19.72%。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具备炭黑生产能力110万吨/年，在保持国内炭黑行业龙头地位的同时，加快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筹划实施首个海外产能基地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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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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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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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 套期会计》和2017年5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

融工具相关准则”）。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准则和该能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有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报表

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的报表项目及金额 

1.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并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示 

其他应收款 20,661,933.67 6,225,988.95 应收利息：   0.00                        

应收股利：   0.00                         

其他应收款：6,225,988.95 

2.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定资产列示 固定资产 2,957,289,047.55 3,020,668,684.07 固定资产：2,963,926,624.47            

固定资产清理：56,742,059.6 

3.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 在建工程 126,975,511.90 129,076,322.12 在建工程：126,396,584.25               

工程物资：2,679,737.87 

4.应付利息、应付股利计入其他应付

款项目列示 

其他应付款 94,150,318.83 100,694,121.04 应付利息：7,153,570.28                 

应付股利：378,363.00                  

其他应付款：93,162,187.76 

5.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减值损失 -18,281,964.28 -13,526,144.41 资产减值损失：13,526,1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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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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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 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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