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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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乃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宏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范宏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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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42,094,774.95 49,065,098,244.27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44,322,479.19 22,539,419,643.77 7.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7,374,617.39 743,423,596.47 277.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002,945,634.39 24,493,948,943.05 -6.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4,540,227.27 1,597,069,200.98 -3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62,670,257.05  1,589,772,810.75 -3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 7.30 减少 1.2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66 -3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66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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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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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23,5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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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9,963.20 42,935,721.5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84,0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0,932,640.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72,655.30 -9,585,1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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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855.24 -412,767.78  

所得税影响额 -4,888,154.63 -10,760,912.68  

合计 12,212,608.63 31,869,970.22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2020 年 3 季度 2019 年 3 季度 变动比例（%） 

煤炭产量（万吨） 1,090.00 1,039.00 4.91 

煤炭销售量（万吨） 2,093.00 2,021.00 3.56 

煤炭销售收入（万元） 713,879.46 803,973.91 -11.21 

煤炭销售成本（万元） 608,798.04 656,057.03 -7.20 

毛利（万元） 105,081.42 147,916.88 -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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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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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176,00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18,284,43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30,881,700 1.2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979,465 1.16 0 未知 0 其他 

潘秀琴 19,859,880 0.83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严罡 6,780,000 0.28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

公司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卢连丰 6,498,213 0.27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73,215 0.27 0 未知 0 其他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22,843 0.25 0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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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如生 5,710,400 0.24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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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3,038,2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038,2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8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1,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979,465 人民币普通股 27,979,465 

潘秀琴 19,859,880 人民币普通股 19,859,880 

严罡 6,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0,000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6,740,440 人民币普通股 6,740,440 

卢连丰 6,498,213 人民币普通股 6,498,2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473,215 人民币普通股 6,473,21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22,843 人民币普通股 6,022,843 

严如生 5,7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1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阳泉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2）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注：截止报告期末，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 18,284,436 股股份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冻结，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1.30%，占总股本的 0.76%；其持有的公司 176,000,000 股（阳泉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股份已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占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额的 12.54%，占总股本的 7.32%。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更名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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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所持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

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8,000,000 8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其他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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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其他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5.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优

先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

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与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

产品”是由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同受中国光大集团

股份公司控制。 除此之外，我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股

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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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 44,980.42  67,970.00  -22,989.58 -33.82  

预付款项 38,452.60  19,472.10  18,980.50 97.48  

其他应收款 8,902.16  5,326.53  3,575.63 67.13  

其他流动资产 22,742.00  64,784.41  -42,042.41 -64.90  

在建工程 604,235.78  412,292.66  191,943.12 46.56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5,613.14  47,031.53  238,581.61 507.28  

短期借款 561,360.00  305,760.00  255,600.00 83.59  

应付票据 138,300.00  217,576.99  -79,276.99 -36.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555.78  49,951.67  -28,395.89 -56.85  

应付债券 397,327.44  299,228.43  98,099.01 32.78  

长期应付款 2,163.23  8,624.92  -6,461.69 -74.92  

专项储备 213,192.85  156,686.25  56,506.60 36.06  

其他说明： 

应收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承兑汇票到期解付。 

预付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保证金增加和其他往来款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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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应退税额本期减少

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的工程和待安装设备。 

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根据《阳泉煤业集团七元

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业权资源整合委托服务协议》，支付七元矿探矿权出让合

同首期价款所致。 

短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签发的应付票据同比减少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长期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应付采矿权价款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专项储备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减（%） 

销售费用 12,764.82  18,567.26  -5,802.44 -31.25 

其他收益 4,293.57  2,614.48  1,679.09 64.22 

其他说明： 

销售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装卸费、铁路维护费等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737.46  74,342.36  206,395.10 277.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205.11  -129,480.50  -275,724.61 -212.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18.15  30,726.66  162,791.49 529.81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支付

的现金及支付的税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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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根据《阳泉

煤业集团七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业权资源整合委托服务协议》，支付七元矿

探矿权出让合同首期价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行优先股及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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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乃时 

日期 2020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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