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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28                                                  公司简称：昌九生化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昌九生化 600228 *ST昌九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黄伟雄 

电话 0791-88504560 

传真 0791-88504797 

电子信箱 Weixiong3688@163.com 

 

1.6 根据公司 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24,596,514.9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521,182,461.84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为-545,778,976.79 元，公司 201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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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是合成氨、尿素、甲醇、白炭黑、双氧水、丙烯酰胺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合

成氨、尿素、甲醇、白炭黑、双氧水等产品的生产装置已停产多年且已无法恢复生产，目前在营

的为丙烯酰胺产品的生产及销售。丙烯酰胺为一种用途广泛的精细化工中间体，其主要原料为丙

烯腈，丙烯酰胺的聚合物和衍生物广泛用于石油开采助剂、环保水处理、沙化土壤改良、医药、

造纸、纺织、采矿、胶水、果树防虫抗寒、种子包衣、养殖业、食品加工工业等，号称“百业助

剂”。公司控股 54.61%的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农科）是国内最大的丙烯

酰胺单体生产企业，也是国内第一家采用微生物技术生产丙烯酰胺晶体的企业，产品有晶体、不

同浓度水剂等多个品种，在国内丙烯酰胺行业具有良好的知名度。作为精细有机化工原料，丙烯

酰胺产品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原料丙烯腈价格等因素的波动对公司业绩具有重要影响，2015 年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原料丙烯腈价格受原油价格影响波动较大，同时，作为化工类的

丙烯酰胺行业的下游需求增长趋缓，装置开工率不足，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512,960,994.77 622,061,438.42 -17.54 671,592,896.21 

营业收入 542,376,142.13 725,819,922.73 -25.27 719,694,34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596,514.95 34,988,394.25 -170.30 -194,639,28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57,916.88 -37,935,764.44   -153,616,92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8,544,761.16 80,919,718.85 -27.65 -115,573,607.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5,940,276.07 6,253,689.56 1,434.14 36,800,406.24 

期末总股本 241,320,000.00 241,320,000.00 0.00 241,32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171.43 -0.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4 -171.43 -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27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52,642,494.60 149,803,144.95 125,019,195.69 114,911,30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02,471.60 -674,317.42 -8,853,589.27 -9,966,13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1,870,969.10 -416,937.31 -5,567,596.96 -6,102,4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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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23,291.09 -5,014,980.03 33,447,037.24 30,184,927.77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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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4,3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43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0 43,980,000 18.22 0 无   国有法

人 

周勇 9,348,039 9,348,039 3.87 0 未知   未知 

赵海月 6,579,700 6,579,700 2.73 0 未知   未知 

褚佩妮 4,660,300 4,660,300 1.93 0 未知   未知 

东方汇智－工商银行

－工银量化恒盛精选

D类 39期资产管理计

划 

2,000,000 2,000,000 0.83 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

托有限公司－鸿道 3

期 

1,856,603 1,856,603 0.77 0 未知   未知 

李江 1,580,509 1,580,509 0.65 0 未知   未知 

刘文华 1,535,258 1,535,258 0.64 0 未知   未知 

毛良玉 1,280,000 1,280,000 0.5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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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274 1,158,274 0.4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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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紧紧围绕“凝聚力量，做大做强丙烯酰胺产业”的思路，加强了对昌九农科的

管理，首先，严格目标管理，在圆满完成 2014 年度考核目标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昌九农科 2015

年度目标考核方案，其中的销售收入、净利润、应收账款、市场占有率等考核指标均不同程度的

提高，同时增设产销量、后续发展等考核指标并严格执行，通过压担子的方式激发昌九农科的内

生动力；另一面，针对昌九农科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在原委派财务总监，加强财务监督的基础上，

2015 年调整了昌九农科经营班子组成人员并增派了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明确了责任，加强了销

售的统一和监督管理，这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5 年，昌九农科在受国内经济底部震荡及

产品销价销量下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内部挖潜、外拓市场等多项措施，生产经营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同时，昌九农科依托如东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能力和开发下游产业的工作也已启动，

将为公司的后续创造新的增长点。2015 年，昌九农科丙烯酰胺综合产量 55,548 吨；丙烯酰胺综合

销量 55,975 吨；实现销售收入 52,290 万元；实现利润 944 万元，其中，实现利润较 2014 年增加

364 万元，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015 年，公司认真执行董事会年初制定的“推进公司已停产的闲置资产的分类处置，优化资

产结构，减轻债务负担，增加公司现金流，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供保障”的工作任务，积极开

展闲置资产处置工作。2015 年，虽然公司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处置了碳酸丙烯脂溶液、废旧的钛

材外冷器波纹管换热器及甲醇催化剂、库存原燃料煤及氨水和部分原材料等资产，共取得闲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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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处置及租赁收入近 700 万元，但受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化工行业景气度差，大

宗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等不利因素影响，闲置资产处置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江氨分公司白炭

黑生产装置机器设备类资产两次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均流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大部分资产处于停产状态且无法再恢复生产的实际情况，为积极响应国

家“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的要求，在江氨分公司实施了结构关停化学需氧量和氨氮

总量减排环保项目，并取得环保部门的认可，获得省级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专项资金 300 万元。 

虽然昌九农科 2015 年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已停产的闲置资产体量大，公司 2015

年承担的折旧和资产减值损失高达 2000万元以上，给公司的持续经营造成较大影响，而闲置资产

处置工作受各种因素影响进展缓慢，加上公司债务利息负担沉重，造成公司 2015 年度整体处于亏

损状态。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237.6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459.65      

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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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形。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8 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 决 权 比 例

（%） 

九江锦兴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5.00 95.00 

江西昌九化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西昌九青苑热电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西昌九昌昱化工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00 50.00 

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4.61 54.61 

江苏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如东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南昌两江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51 51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期相比，增加 1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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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变更原因 

江西昌九化肥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合并 

合并范围变更主体的具体信息详见“附注七、合并范围的变更”。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出具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6]002476 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1、非标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

基本情况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提出所涉事项的理由和依据是：“（1）鉴于江氨分公司及部分子

公司停产多年，生产装置设备老化、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才能恢复生产，而公司已经多年

亏损，无法大量投入；同时近年来国家安全生产的规范标准越来越高，周边距离不足等因素，已

严重影响到已停产的分、子公司恢复生产所须的安全生产许可的取得；因此已停产的分、子公司

无法在原地恢复生产。（2）昌九生化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弥补亏损人民币 54,578

万元，且流动负债超过流动资产人民币 16,879万元。” 2、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

影响的措施。公司董事会认为，如审计报告发表的审计意见所述：“昌九生化公司的财务报表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昌九生化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5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针对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所关注

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将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增强丙烯酰胺产业

的话语权。控股子公司昌九农科丙烯酰胺产品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前列。2015 年度昌九农科实现

销售收入 52,290 万元,实现净利润 944 万元，连续两年实现盈利，而且盈利能力较 2014 年得到

大幅增强。鉴于公司在丙烯酰胺行业的优势和影响，董事会提出“做精做强昌九农科，增强丙烯

酰胺产业话语权”的战略目标，拟采取以下措施实现目标: 1）积极推进昌九农科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提下，积极引进产业基金，取得昌九农科的完全决策权；并建立专项

储备资金，扩充产能，维护职工稳定，补充流动资金。2）将昌九农科江苏如东基地作为发展的重

点，扩大其产能，通过生产装置的整合以及技术改造，使其生产能力从目前年产 4 万吨提高到年

产 5-6万吨；推动江苏如东基地满负荷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使之成为昌九农科产能最大、

效益最好的生产基地。3）以股权为纽带，积极参与同行业的整合向下游聚丙烯酰胺行业发展,力

争在昌九农科江苏如东基地周边形成丙烯酰胺产业以及聚丙烯酰胺产业聚集带,提高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4）深度挖潜，降本增效。立足现有工艺、设备及人员状况，

针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大力推广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装置的产能和技术水平。

通过产品技术创新，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将生产原料、能源消耗降到同行业最低水平。5）科学制

定昌九农科 2016年度考核目标和考核方案，完善考核指标体系，激发昌九农科的内生发展动力，

在确保昌九农科 2016年度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基础上，力争其销售收入、净利润、市场占有率

等指标处于行业前列。6）积极探索昌九农科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加快制

定昌九生化（含昌九农科）高管、骨干参股经营昌九农科的具体方案，形成公司上下支持昌九农

科发展的氛围，提高广大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积极推进公司

已停产的闲置资产的分类处置，以公开挂牌等多种方式加快闲置资产处置进程，优化资产结构，

减轻债务负担，增加公司现金流，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提供保障。（3）继续深入推进内控体系构

建工作,不断完善内控制度,规范内控制度执行,优化内控监督检查,全面提升管理水平。（4）继续

寻求获得大股东及大股东控股股东的财务支持。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