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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230                                                  公司简称：沧州大化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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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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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 60023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金津   

电话 0317-3556143   

传真 0317-3025065   

电子信箱 czdhzqb@126.com   

 

1.6 由于本年度亏损，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该预案尚需

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尿素产品：   

尿素产品主要用于农业，部分用于复合肥和胶合板行业生产，零星用于其他工业，车用尿素

和电厂脱硫脱硝近年有少量使用。  

公司尿素产品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内销与出口相结合。   



2 
 

2015 年，尿素行业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亏损不断加剧，预计今后几年

的时期内尿素产能过剩局面不会改变。相对于煤头尿素装置，目前国内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装置

成本较高，竞争力低下。我公司年度内受天然气管道重新铺设的影响，尿素产品产量减少，成本

较高，亏损严重。   

TDI 产品：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TDI 主要应用于软泡、涂料、弹性体、

胶粘剂。其中软泡是最大的一块消费领域，占 73%左右，涂料占 17%以上。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在家具、建筑和运输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另外，TDI 还可以用于生产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胶粘

剂、混凝土密封剂、尼龙-6 交联剂、聚氨酯涂料和聚氨酯弹性体中间体。我国 TDI 产品消费地区

分布基本于下游产业分布一致；TDI 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行业主要集中在软体家具、涂料、汽车等

行业。   

公司 TDI 产品采用直接用户和经销商双线销售的模式，内销与出口相结合。   

近年来 TDI 产能的增长速度远大于需求增长速度，产能处于过剩状态。2015 年产品市场低迷，

国内部分装置降低运转率甚至停产等待市场回暖，今后 TDI 行业将处于降本提质增效和开拓下游

产品市场的发展阶段。沧州大化 TDI 产能 15 万吨/年，占国内产能的 16.8%左右，具有一定的市场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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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6,438,096.54 4,701,781,907.06 -15.43 4,602,098,509.85 

营业收入 1,794,454,318.45 3,116,033,341.26 -42.41 3,491,085,334.9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09,979,066.96 -192,380,785.45 不适用 122,755,340.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10,282,797.79 -194,699,378.39 不适用  121,786,528.1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31,859,016.79 1,727,415,080.71 -34.48 1,606,190,916.2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3,492,729.67 154,592,254.89 -186.35 700,655,156.90 

期末总股本 294,188,216.00 294,188,216.00 0  259,331,62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2.0734 -0.6879 不适用  0.473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2.0734 -0.6879 不适用  0.473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8.61 -11.37 不适用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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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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500,756.52 413,453,179.61 328,437,133.67 509,063,24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7,831,237.95 -106,687,268.26 -148,450,609.15 -227,009,95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30,567,002.35 -106,561,524.42 -148,238,599.90 -224,915,67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072,445.53 -69,681,765.89 65,886,754.91 -118,625,2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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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0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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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9,502,200 141,248,160 48.01 0 无   国有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核心主

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00,021 4,500,021 1.53 0 未知   未知 

李凤连 4,392,316 4,392,316 1.49 0 未知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0 3,934,300 1.34 0 未知   国有法人 

许加元 3,710,000 3,710,000 1.26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嘉实成

长收益型证券投资

基金 

2,999,970 2,999,970 1.02 0 未知   未知 

赵玉玲 2,263,400 2,263,400 0.7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1,999,908 1,999,908 0.68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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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嘉实领

先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安信乾盛财富－平

安银行－安信乾盛

稳定信心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949,400 1,949,400 0.66 0 未知   未知 

李葛卫 1,150,000 1,150,000 0.39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第九大股东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

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股票为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委托增持的股票。公

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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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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下半年尿素产品经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受关税淡旺季统一关税，电价优惠取消，

运费上调等因素影响，同时国际价格上涨，出口大幅增加。成本支撑及大量出口带动国内价格一

路走高突破 1700 元/吨。六月以后，国际市场价格进入下滑走势，国内需求低迷，产能过剩凸显，

市场价格一再下滑，创出近十年新低。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增速放缓的新常态，TDI 产品相关的下游产业受到一定制约，

下游需求较为低迷。2015 年国内 TDI 产品全年价格运行区间在 10800-13500 元/吨。其中全年度

最高点出现在 5 月底，在下游行业需求小幅提升情况下，国内 TDI 市场呈现慢涨行情，市场主流

商谈价在 13500 元/吨的本年度高点。全年最低点出现在第四季度，TDI 供需失衡态势严峻，主流

成交价曾一度深跌至 10800 元/吨。主要受国内终端需求大幅萎缩影响，TDI 行情再次步入低谷。 

面对严峻形势，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在董事会的带领下携手同心、攻坚克难、强化管理、深挖潜力。

通过加强工艺和设备管理，使主要生产装置运行平稳；进一步强化管理举措，控费节支取得显著

成果；完善营销体系建设，加大直销客户的比重，减少产品销量的波动；加强技术改造，提质降

耗增强竞争力。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794,454,318.4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9,979,066.96

元，基本每股收益-2.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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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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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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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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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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董事长：谢华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 3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