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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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增增、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玉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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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8,035,783.69 5,941,296,451.57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863,552,477.93 3,899,058,118.98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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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66,124.87 -268,813,8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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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474,216.26 2,526,578,220.90 -2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874,667.92 -12,424,390.2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134,885.83 -23,236,779.6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0 -0.32 减少 0.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3 -0.03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3 -0.030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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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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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386.8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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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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9,060.9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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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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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3,356.23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1,739,7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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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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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28.12 0 质押 35,7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三号 
25,238,744 6.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沈慧琴 21,934,500 5.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建东 20,359,486 4.89 0 质押 20,359,486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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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泰基金－中信证券－

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

托－鸿泰 5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9,866,302 4.77 0 无 0 其他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4,088,908 3.38 0 无 0 其他 

徐增增 12,284,948 2.95 0 质押 9,400,000 境内自然人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北京恒宇天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7,472,070 1.7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振光 6,926,611 1.66 0 质押 5,200,000 境内自然人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投乐定增 6号资产管理

计划 

3,119,674 0.75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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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人民币普通股 117,142,14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25,238,744 人民币普通股 25,238,744 

沈慧琴 21,9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34,500 

何建东 20,359,486 人民币普通股 20,359,486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

家嘴信托－鸿泰 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866,302 人民币普通股 19,866,302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4,088,908 人民币普通股 14,088,908 

徐增增 12,284,948 人民币普通股 12,284,948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北京恒宇天

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72,070 人民币普通股 7,472,070 

刘振光 6,926,611 人民币普通股 6,926,61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投乐定增 6号资

产管理计划 
3,119,674 人民币普通股 3,119,6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由徐增增、刘振光、刘策 100%控股,

刘振光与徐增增为夫妻关系；徐增增为公司董事长,刘振光

为公司董事；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徐增增和刘振光为

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形之外,本公司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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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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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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应收账款 826,577,041.06 1,230,093,915.67 -32.80% 

预付款项 1,058,938,667.38 422,876,037.93 150.41% 

存货 321,888,739.36 214,823,966.49 49.84% 

在建工程 37,906,061.30 3,878,607.83 877.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53,661.11 6,313,063.41 51.33% 

交易性金融负债 4,223,423.85 1,478,591.10 185.64% 

应付票据 720,511,720.00 395,511,720.00 82.17% 

应付账款 17,552,138.64 80,878,628.58 -78.30% 

预收款项 
 

37,451,701.32 -100.00% 

合同负债 91,035,287.82 
 

不适用 

应交税费 3,318,511.78 7,362,942.08 -54.93% 

其他应付款 189,781,927.45 34,014,822.59 457.94% 

其他流动负债 1,633,159.83 181,354.90 800.53%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税金及附加 1,641,341.03 2,431,112.92 -32.49% 

管理费用 12,181,042.03 20,018,688.99 -39.15% 

其他收益 2,373,013.55 628,914.18 277.32% 

投资收益 -9,433,749.56 9,203,922.66 -202.5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015,311.39 -935,490.30 不适用 

信用减值损失 -3,380,561.34 -150,946.40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5,494,002.33 2,958,871.00 -623.65% 

营业外收入 160,126.89 1,287,937.33 -87.57% 

所得税费用 -3,587,506.02 -847,937.32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448,874.82 -5,434,012.00 不适用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幅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583,099,612.19 4,644,240,019.62 -44.38%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27,386.80 559,384.77 316.06%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521,098.17 13,674,084.21 42.7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44,393,839.23 4,888,176,004.24 -4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466,124.87 -268,813,824.25 不适用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69,000,000.00 380,918,824.58 1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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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5,933,401.23 16,058,761.57 123.76%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650,000.00 -1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5,759,967.40 10,178,222.55 447.84% 

投资支付的现金 683,294,293.29 210,379,495.00 224.7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3,358.31 -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5,879,140.54 177,066,510.29 50.1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18,943,602.91 724,821,194.72 -42.2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826,571.53 447,496,568.47 -94.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229,751.88 -127,221,426.92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报告期末，部分境外金属子公司收到的附追索权的信用证，已办理贴现后到期

冲销应收账款。 

2.预付款项：报告期末，公司结合自身的资金优势，通过预付货款来锁定一定期限和一定数

量的油品和金属产品的供应量及供货价格，保障上游的供货，并且受疫情和市场需求的影响，部

分大宗商品延期交付，使得预付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3.存货：报告期末，受疫情期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公司陆续增加了金属的采购备货，

使得库存增加。 

4.在建工程：报告期末，子公司金汉王云计算中心项目二期机电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因募

集资金持续投入项目建设，使得在建工程余额有所增加。 

5.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增加，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金额

增加。 

6.交易性金融负债：报告期末，套期工具公允价值下降，使得交易性金融负债确认金额增加。 

7.应付票据：部分业务采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结算，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到期的应付

票据增加。 

8.应付账款：报告期末，尚未支付的货款减少，同时部分业务采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

结算。 

9.预收款项：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

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 

10.合同负债：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因转让商品收到的预收

款项调整至合同负债科目。报告期末，子公司尚未结算、尚未履行交货义务的预收账款增加。 

11.应交税费：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少。 

12.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子公司向银行办理存货质押业务，并同时签订回购合同，收到存

货质押款项增加。 

13.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子公司被套期项目及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负债增加。 

利润表项目： 

1.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降，使得印花税和流转税较去年同期减少。 

2.管理费用：2019年5月底，子公司金汉王云计算中心项目一期投产后，该项目计提的房屋建

筑物折旧和土地使用权摊销从管理费用转入营业成本 ，使得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3.其他收益：报告期内，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增加。 

4.投资收益：报告期内，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投资收益减少。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内，期货交易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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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内，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信用损失增加。 

7.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部分油品及金属子公司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8.营业外收入：去年同期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及客户未能履约等原因收到合同违约金，本报告

期内未发生。 

9.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由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而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增加，使得递延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10.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报告期内，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受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影响，公司调整经营

策略，缩减贸易量控制贸易风险，业务量同比有所下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取得的现金减少。 

2.收到的税费返还：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去年同期增加。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收到的合同保证金较去年同期增

加。 

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受疫情及宏观贸易环境影响，公司调整经营

策略，缩减贸易量控制贸易风险，随着销售业务量下降，采购需求减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减少。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方式预付货款，

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6.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到期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期货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去年同期，公司处置一艘老旧

船舶收回的款项，本报告期内未处置长期资产。 

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子公司金汉王云计算中

心项目二期机电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募投项目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10.投资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内，临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11.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支付远期外汇保证金减少。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3.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接受客户信用证结算，已贴现的信用证计入

的借款和母公司短期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1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保证

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金属子公司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保证金

较去年同期减少，使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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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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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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徐增增 

日期 2020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