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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3                          证券简称：河池化工                           公告编号：2016-010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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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河池化工  股票代码 0009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覃丽芳 陈延芬 

办公地址 广西河池市 广西河池市 

传真 0778-2266882 0778-2266867 

电话 0778-2266832 0778-2266867 

电子信箱 qlifang75@163.com cybill@126.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生产销售为化肥产品，其中尿素产品实现的营业收入超过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80％。化肥行业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之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有重要作用，公司经过多

年发展，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拥有稳定的优质客户，虽然公司生产规模不大，但生产的“群山”

牌尿素以肥效长、农作物收成高、颗粒均匀、色泽好等特点享誉广西区内外，在广西、广东等地区具有较

好的市场认知度和忠诚度，并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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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622,898,214.30 555,288,426.40 12.18% 792,106,19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013,484.35 17,834,293.30 -700.04% 29,956,24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1,377,164.82 -351,283,240.26 68.29% -214,707,82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612,968.22 -215,633,043.01 67.25% 8,925,818.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39 0.0606 -700.50% 0.1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39 0.0606 -700.50% 0.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50% 3.24% -60.74% 3.96%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1,409,691,989.86 1,593,601,321.16 -11.54% 2,188,320,14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231,030.67 239,625,551.00 -54.83% 541,536,666.8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32,450,336.65 179,238,084.39 181,752,364.03 129,457,42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19,519.81 -11,968,419.01 -33,907,182.12 -43,918,36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50,844.24 -12,086,231.90 -34,616,044.39 -46,524,04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244,564.63 907,087.21 30,975,386.26 10,612,968.2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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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1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1,474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国家 42.34% 124,493,589 0   

张利群 境内自然人 1.48% 4,354,300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3,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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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锐进 40 期兆天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付小兵 境内自然人 0.87% 2,560,00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小

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5% 2,499,942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瑞利 2015-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1,656,780 0   

北京邦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1,448,000 0   

章瑗 境内自然人 0.43% 1,277,100 0   

牛栏兰 境内自然人 0.41% 1,200,000 0   

王春明 境内自然人 0.40% 1,164,45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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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法人股股

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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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股东“张利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0 股，通过“国都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54,000 股，合计持有 4,354,300 股；股东

“章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37,10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440,000 股，合计持有 1,277,100 股；股东“王春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14,058 股，

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50,400 股，合计持有

1,164,458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公司经营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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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内抓管理降成本、外抓市场增效益、结构调整谋发展”的工作思路，以提质

增效为中心，加强工艺管理，调整原料路线降低成本，创新营销模式，优化供销制度创造效益，探索转型

思路，努力实现业务多元化，力求最大限度的减少效益下滑。尽管公司管理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

面对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的形势和化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化肥市场持续低迷的状态，以及信贷环境恶化造

成融资成本加大、财务费用高、流动资金紧张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本报告期公司未能摆脱经营亏损的被

动局面。回顾一年来，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加强工艺管理，多举措全力降成本。公司一直把节能降耗和挖潜增效贯穿整个生产始终，报告期内

一是抓好源头治理，通过反复摸索、调整，攻克工艺难关，逐步调整原料结构，使原料煤成本同比下降29%；

二是抓好关键设备管理，确保设备长周期、高负荷运行，使得期间合成氨及尿素日产屡创新高；三是抓好

生产运行管理，通过技术改进、脱瓶颈项目、对标管理和持续改进等措施，使得降本增效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虽然公司年度经营出现较大亏损，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净利润已较上年度实现大幅减亏2.34

亿元。 

②创新营销模式，优化供销制度效益。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了价格委员会及招标委员会，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格局，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坚持“终端至上，直供为主”的营销思路，及时调

整营销策略，强化价格管理，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不断优化营销结构，在销售区域内保持了较大的市场份

额，公司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2%。 

③探索转型思路，努力实现业务多元化。报告期内公司决定投资新三板企业“精耕天下”以开拓增效肥

生态肥业务，期望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但受资金因素影响，公司最终取消了该项投资。随着国家

化肥产业规则政策的实施及农村土地流转加快、用肥专业化程度提高，用肥趋势将逐步从单质肥转向以复

合肥为主导，水溶肥、生物质肥等新型高效肥料也将快速发展，公司的化肥产业将依托实际控制人的专业

指导，在适当时机探寻新的发展机会。 

④推进融资工作，合理安排资金筹措。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向关联方申请

授信融资，保障了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建立了资金月度收支计划考核制度，加大资金的调拨、监

控力度，进一步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合成氨21.72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03.44%，同比增长25.16%；生产尿素34.63万吨，

完成年计划的98.96%，同比增长28.8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3亿元，同比增加12.18%；营

业总成本7.35亿元，同比减少19.20%；实现净利润-1.07亿元，同比下降700.0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

现的净利润-1.11亿元，同比减亏68.29%。 

（2）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5年，化肥市场国内整体产能过剩问题未见缓解，据卓创资讯统计，2015年中国尿素产能较2014

年增长1.13%，达历史新高，加上铁路运费上调、尿素用电优惠政策分阶段取消、尿素增值税恢复征收、

尿素出口底价压力续增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导致尿素价格一路下探，带着2015年沉重的包袱，未来预计尿

素市场仍将利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会更加迅速，尿素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将根据国家化工行业、化肥行业发展的方向，充分利用本身拥有的地域、行业、管理等各项优势

因素，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在保持现有产能的基础上，通过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逐

步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优化和完善产品结构，丰富产品产业链，积极探寻公司转型发展之

路，努力形成向新兴产业转变和发展的格局。 

（4）公司经营计划 

2016年，公司将积极创新思维，工作重心主要为稳内增、促改革、防风险，根据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市

场状况，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公司2016年经营目标为：合成氨22万吨/年，尿素36万吨/年，甲醇2万

吨/年，基本实现产销平衡。 

为实现上述目标，公司管理层将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着重完成以下工作：  

①以持续改进为根本，严格落实安全环保责任制，加大安全环保管理考核力度，全面夯实安全生产基

础； 

②以管理提升为基础，加强工艺和设备管理以确保“安、稳、长、满、优”生产，同时狠抓营销工作创

新改革，提升盈利能力，降低市场风险；  

③以挖潜降耗为抓手，进一步优化原料结构及生产消耗，推进内部资源整合优化，全力促进企业内生

增长； 

④以资本市场为平台，抓住机遇对主营业务和经营战略进行适当调整和改变，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和综合竞争实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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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尿素 517,626,292.28 517,678,544.78 -0.01% 10.52% -20.22% 38.5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68.29%，减少亏损

23,990.6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创新营销模式，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使得尿素销量增加导致收入增加；

二是公司加强各项生产管理使得产品生产成本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同比下降700.05%，增加亏损12,484.78万元，主

要原因是上一报告期公司出售国海证券股票获得投资收益37,243.49万元而本期没有。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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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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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安楚玉 

 

二O一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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