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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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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宏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甲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祁淑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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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8,776,713,385.81 18,091,018,924.48 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90,042,974.81 6,196,994,561.35 4.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505,645.59 -105,074,446.0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87,529,968.03 1,069,246,857.54 6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604,003.37 79,699,201.59 5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260,332.08 35,260,055.06 8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1.30 增加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8,024.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646,548.2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1,369,710.53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281,471.77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4,546.4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60,405.5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2,676.30

所得税影响额 -11,041,416.31

合计 59,343,671.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8,0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961,051,106 58.64 无 国有法人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52,817 5.2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648,732 2.05 无 其他

李太杰 32,809,821 2.00 无 境内自然人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280,000 1.8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乔戈里1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8,720,000 1.75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607,900 1.5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010,866 0.49 无 其他

阿布达比投资局 7,112,188 0.43 无 其他

杨迎军 6,310,000 0.39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961,051,106 人民币普通股 961,051,106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52,817 人民币普通股 86,652,81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3,648,732 人民币普通股 33,648,732

李太杰 32,809,821 人民币普通股 32,809,821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0,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8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乔戈里13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8,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60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07,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010,866 人民币普通股 8,010,866

阿布达比投资局 7,112,188 人民币普通股 7,112,188

杨迎军 6,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乔戈里1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系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认购的信托计划。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占领市场制高点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如下：

序号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新市场、新领域里程碑项目

1

新签订某公司200亿方/年轻烃回收装置，共提供置换气、二氧化碳、混合冷剂压缩机组，总计8套机组。该项目是公司真实气体

离心压缩机组首次进入主流市场油田领域，成功打破了国内竞争对手在油气田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为后续扩大公司离心压

缩机在主流市场中的份额奠定基础。 其中的二氧化碳机组是公司离心压缩机中叶轮直径最小、出口宽度最窄的压缩机，压缩

机结构及制造工艺都开创了行业先河。 该项目为目前亚洲最大的天然气轻烃回收装置，建成投产后具有非常大的示范效应。

2

新签订某公司120万吨/年灵活焦化处理装置AV50-17机组。 本项目为国内首台套灵活焦化处理装置主风机，其工艺技术兼

有炼油催化工艺及焦化工艺的优点，在环保排放指标较优的前提下，可将原料“吃干榨净” 。 公司主风机进入此领域后，将占

领灵活焦化装置的制高点，为后续市场奠定基础。

3

新签订某公司15万吨/年顺酐装置AV90-10机组。 该能量回收透平三机组应用于目前全球最大的单线顺酐工艺装置，在顺酐

领域具有重大标杆示范意义，为后续进军超大型顺酐装置奠定了良好基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新签订某公司年产16.5万吨表面活性剂（环保液态石蜡、石脑油）扩建循环氢压缩机EB35-7机组，本项目为国内首台套生物

油加氢项目。 公司率先进入此领域后，为未来在此领域的市场开拓抢占了先机。

持续推进技术进步，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的760型TRT新

叶型技术，在某公司高炉TRT机组性能提升改造项目中应用，经现场运行验证透平功率提

升15%。 此技术的成功应用，是公司TRT技术里程碑式的进步，为存量市场上200余台套

300～1080m3高炉配套小型TRT技术改造、性能提升树立了典范。 公司与国外某公司合作

开发的大型TRT新叶型技术，应用于印度某公司TRT改造项目，目前该项目已通过设计方

案评审，正在生产制造中。公司开展的高压比轴流压缩机开发研究，完成了技术的可行性论

证，明确了关键技术内容以及开发路径，已进入样机研发阶段。公司开展的大功率多轴齿轮

箱国产化合作开发研究，已完成了4台多轴齿轮箱和多轴压缩机的市场供货及成功运行，形

成了国产化多轴压缩机组与国外产品竞争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2件，其中发明

专利1件；授权专利1件。

积极开展品牌宣传，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提升智慧的分布式能源系

统解决方案专家品牌形象，加强品牌风险、品牌接触点管理，通过参加2019LNG产业国际

论坛暨LNG(天然气)设备展览会等展会，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承包的鄂尔多斯市派思能源有限公司110*104Nm3/d天然气液化工厂

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工地被中国化工施工企业协会评价为 “2018年度化工工程建设安全文

明工地” 。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2019年扶贫帮困工作计划，选派两名青年干部作为驻村工作队

员驻扎在贫困村开展帮扶工作，积极推进猕猴桃种植、食用菌种植、生猪养殖等扶贫产业，

并与当地村镇领导沟通，策划为当地贫困学生提供一次赴西安开展夏令营活动机会，增长

见闻，开拓眼界。

3.2�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其他应收款 91,377,267.84 58,835,121.66 55.31% 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增加、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1,386,373.32 4,748,476,365.95 -97.65% 主要是执行新金融准则，列报变化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983,574.28 3,680,284.00 1991.78% 主要是在建项目资产类预付款增加

短期借款 585,098,407.02 350,738,389.34 66.82% 主要是期末一年内的借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04,145,198.43 150,493,218.42 -30.80% 主要是本年度兑现上年度年终绩效

其他综合收益 51,243,919.03 18,774,203.20 172.95% 主要是由于汇率变动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1-3月 1-3月

营业收入 1,787,529,968.03 1,069,246,857.54 67.18%

主要由于公司前期订单增加， 拉动本期收入增

长，同时气体产业运营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1,391,804,686.50 794,607,406.49 75.16% 主要由于收入增加，成本同步增加

财务费用 6,192,173.89 1,451,835.16 326.51% 主要由于利息费用增加

信用减值损失 121,584,217.24 76,365,422.12 59.21% 主要由于本期应收账款账龄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6,549,895.21 3,209,990.25 104.05% 主要由于政府补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391,718.35 -7,209,192.62 -230.27% 主要是执行新金融准则，列报变化所致

营业利润 170,747,843.35 94,064,218.54 81.52%

主要是由于公司聚焦分布式能源市场，市场容量

及市场订单增加，收入增加，理财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5,999,987.96 19,352,371.54 -69.00% 主要由于债务重组利得减少

营业外支出 4,760,260.26 3,271,796.25 45.49% 主要由于债务重组损失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

幅度

原因说明

1-3月 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9,505,645.59 -105,074,446.01 不适用

主要由于订货增加，规模增长，加强老货款的清

理。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2,474,906.13 -134,119,281.36 不适用 主要由于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4,518,975.95 -188,303,694.70 不适用 主要由于新增借款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金额（元） 上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1-3月 1-3月

营业收入 1,787,529,968.03 1,069,246,857.54 67.18%

主要是由于公司聚

焦分布式能源市

场， 市场容量及市

场订单增加， 收入

增加， 理财投资收

益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5,604,003.37 79,699,201.59 5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6,260,332.08 35,260,055.06 87.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9 1.3 增加0.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60.00%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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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情况

公司于2008年3月与西安市临潼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征地协议》，公司受让位于临

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的一宗土地，用作污水处理工程。 该宗土地总面积7.02亩，土地出让金

898,560元已全额缴纳，截至本报告日，其土地使用权证尚在办理中。

3.3.2�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3.3.2.1�已签订在执行的重大合同

2017年9月30日，公司与黑龙江安能热电有限公司签署了安达石化园区综合动力项目

工程EPC总承包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4.18亿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0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

同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40）。 目前该合同在执行中。

2016年5月31日，公司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七台河市隆鹏煤炭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供热（热电站）装置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38,6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6-022）。 目前该合同在执行中。

2015年3月31日，公司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陕天然气靖边至西安天然

气输气管道三线系统工程（二期）燃驱离心式压缩机组合同，合同总价为人民币26,196万

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5-014）。目前该合

同按照计划正常执行，张村驿站机组已交付运行。

3.3.2.2�终止执行的重大合同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工程公司” ）与文安

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安新钢” ）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签署了工程施工

总承包（EPC）合同，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 7.38�亿元。 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环保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该合同未能履行，经双方协商一致，该合同终止执行并注销。 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合同终止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4）。

3.4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5�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宏安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9-024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终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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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内容及金额：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

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安新钢” ）于2013

年4月19日签署了工程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7.38亿元（大写：人民

币柒亿叁仟捌佰万元整）。

?合同终止原因：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环保等因素，导致该合同未能履行。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支付到账后生效。

?项目工期：

合 同 项目工期

《50000Nm3/h空分工程和2×90t/h煤气锅炉岛工

程总承包合同》

空分装置工程：合同生效后空分装置14个月完成；

煤气锅炉岛工程：合同生效后煤气锅炉岛13个月完成。

《50MW焦炉煤气发电和360m2烧结余热发电工程

总承包合同》

焦炉煤气发电工程：合同生效后15个月完成；

烧结余热发电工程：合同生效后13个月完成。

《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配套设备订货合同一》 合同生效后12个月完成。

《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配套设备订货合同二》 合同生效后7个月完成。

??重大合同终止对本公司的影响：

1、经文安新钢确认，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环保等原因项目停止建设，希望终止

合同。 经双方多次友好协商，本公司及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新钢签订了补充

协议，双方同意终止合同。 截止目前，文安新钢未向公司支付预付款，上述合同未启动。

2、终止本次重大合同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新钢于2013年4月19日签署

了工程施工总承包（EPC）合同，该事项属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项目背景

2013年4月24日， 公司发布了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临

2013-015）。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新钢于2013年4月19

日签署了工程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7.38亿元（大写：人民币柒亿

叁仟捌佰万元整）。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预付款支付到账后生效。 项目工

期：

合 同 项目工期

《50000Nm3/h空分工程和2×90t/h煤气锅炉岛工程总

承包合同》

空分装置工程：合同生效后空分装置14个月完成；

煤气锅炉岛工程：合同生效后煤气锅炉岛13个月完成。

《50MW焦炉煤气发电和360m2烧结余热发电工程总承

包合同》

焦炉煤气发电工程：合同生效后15个月完成；

烧结余热发电工程：合同生效后13个月完成。

《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配套设备订货合同一》 合同生效后12个月完成。

《文安县新钢钢铁有限公司配套设备订货合同二》 合同生效后7个月完成。

2013年12月19日，公司发布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公告》（临

2013-040）。 因受各种外界因素影响，文安新钢研究决定上述合同暂缓执行，具体执行时

间待文安新钢通知。 截止2013年12月19日，文安新钢未向公司支付预付款，上述合同未

启动，项目已暂缓执行。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新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终止原因

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环保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该合同未能履行。

三、重大合同终止对本公司的影响

1、经文安新钢确认，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环保等原因项目停止建设，希望终止

合同。 经双方多次友好协商，本公司及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与文安新钢签订了补充

协议，双方同意终止合同。 截止目前，文安新钢未向公司支付预付款，上述合同未启动。

2、终止本次重大合同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鉴于本事项涉及重大合同的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3-015）；

2、《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3-040）；

3、《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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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李保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芬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燕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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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13,618,492,474.64 14,520,413,417.10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729,746,825.58 5,702,964,225.12 0.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93,187.80 8,681,043.58 -80.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87,772,712.19 -1,147,714,972.16 66.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9,160,709.91 28,563,640.17 -342.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520,662,443.58 2,209,621,578.18 1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099,206.63 76,206,137.68 -6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912,876.02 69,216,622.69 -87.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7 1.40 减少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6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3,023.5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8,071.00

党建经费10,000.00元； 进口贴息项目补助款

238,071.00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760,2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0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254,395.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65.00

所得税影响额 -165,194.19

合计 18,186,330.61

2.3�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6,4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45,578,947 43.52 131,578,947 质押 373,400,2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 192,000,000 15.31 0 无 0 国有法人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65,789,473 5.25 0 无 0 其他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219,909 2.41 0 无 0 其他

李保平 28,000,000 2.23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684,210 1.89 0 无 0 其他

李博 18,000,000 1.44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朋 18,000,000 1.44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光平 18,000,000 1.44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林兴 15,000,000 1.20 0 质押 15,00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000,000

陕西省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 19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0,000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789,473 人民币普通股 65,789,47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219,909 人民币普通股 30,219,909

李保平 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浙江广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684,210 人民币普通股 23,684,210

李博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李朋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李光平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张林兴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自然人股东李保平与自然人股东李博、李朋系父子关系，与自然

人股东李光平系兄弟关系。公司自然人股东李保平、李光平、李博、张林兴同时系公

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的股东，其中李保平、李光平、李博、张林兴同时在公司控股股

东黄河矿业担任董事或高管职务。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0.50%，主要是因为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

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6.21%，主要是因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与去年同期相

比减少。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42.13%， 主要是因为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与上

年同期相比减少。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4.44%，主要是因为本期主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

上涨以及副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降低。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87.12%，主要是因为本期归母净

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以及非经常性损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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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公司在内蒙古地区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①公司变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是由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10

万吨己内酰胺和利用焦炉煤气年产40万吨液化天然气项目” ， 项目建设内容为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投资55.24亿元，建设年产30万吨甲醇联产8万吨合成氨项目。 项目目前建设进展顺利。

②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黑猫煤化工有限公司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

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青山工业园区投资49.44亿元，建设“综合利用焦炉煤气年产30万吨甲醇联产8万吨合成

氨项目” ，综合利用260万吨焦化所产的焦炉煤气年产30万吨甲醇联产8万吨合成氨项目，配套3×130t的中温

中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目前，该项目尚处于与当地政府洽谈中。

③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决定投资设立三家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黑猫平旭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黑猫博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内蒙古黑猫正宇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类型均为

有限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均为1000万元人民币。 目前，三家公司尚未设立，仍处于与当地政府洽谈中。

（2）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实施完成

经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1,253,

684,2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2,684,210.5元；公司

2018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 1,253,684,21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股本

溢价）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376,105,263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1,

629,789,473股。 目前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尚未实施完成。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计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主要是因为公司本部甲醇分

厂自三月底开始停产大检修90天，同时影响焦化分厂减产三分之一。

公司名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一、 重要提示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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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佩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杨佩珠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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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647,532,752.42 635,266,551.68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58,383,915.26 539,707,231.48 3.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505,205.85 -16,262,823.2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6,822,964.02 85,804,297.94 1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808,983.78 17,269,922.33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678,999.05 14,461,213.82 1.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3.42 减少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 -1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2,160.2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164,671.91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7,438.3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99,409.03

合计 1,129,984.7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0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敏 30,808,800 34.40 30,808,800 质押 18,560,000 境内自然人

杨阿永 25,291,200 28.24 25,291,200 无 境内自然人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9,900,000 11.0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根财 772,012 0.8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连庆 685,900 0.7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少杰 274,7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肖华 231,0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闵祥超 227,861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玉英 214,5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208,600 0.23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0

陈根财 772,012 人民币普通股 772,012

陈连庆 685,900 人民币普通股 685,900

吴少杰 2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700

陈肖华 2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000

闵祥超 227,861 人民币普通股 227,861

杨玉英 21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500

法国兴业银行 208,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600

龚英宏 1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000

杨洪元 1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杨阿永、杨敏为父子关系，杨敏、杨阿永与德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2,351,101.15 35,611,946.90 131.25 主要系报告期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90,726.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08,164.38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应收票据 89,999,938.11 170,382,484.11 -47.18 主要系报告期承兑汇票的到期托收。

应收账款 148,311,372.47 97,627,927.65 51.91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应收货款的增

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68,965.85 674,208.43 58.55

主要系报告期中介机构费用的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48,537,362.62 31,657,892.12 53.32

主要系报告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05,878.92 1,992,978.60 30.75

主要系报告期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071,562.24 4,684,171.13 -34.43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度末计提的

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6,757,293.57 4,028,060.19 67.76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其税金

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管理费用 5,242,882.40 2,134,825.66 145.59

主要系报告期股权激励费用的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132,770.47 101,767.49 -230.46

主要系报告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434,715.10 -100.00

主要系自本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所计提的坏账准备在“信用

减值损失” 列报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36,402.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要系自本报告期初始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于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其他收益 2,127,680.20 3,088,346.98 -31.11

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资金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717,821.03 2,225,889.78 -67.75

主要系报告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理

财产品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1,505,205.85 -16,262,823.25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179,188.91 182,255,859.08 -106.68

主要系报告期募投项目投入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889,8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未产生筹资活动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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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敏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78

证券简称：三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9-034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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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新材”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4月25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三星新材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6）。 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2、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星新

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三星新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备查文件

1、三星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证券代码：

603578

证券简称：三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9-035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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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星新材”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送达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9年4月25日在公司

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高娟红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

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

《三星新材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临2019-036）。

2、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报告

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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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星新

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三星新材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备查文件

三星新材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3578

证券简称：三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

2018-036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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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

会〔2017〕9号）的规定，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

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 ）。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并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2019年1月18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上述通知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于 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

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

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

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2、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

与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 2019�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并 于 2019�年一季报

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 2018�年末可比数。

3、上述新准则实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备查文件

1、 三星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三星新材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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