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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7                               证券简称：南风化工                         公告编号：2017-31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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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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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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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南风化工 股票代码 0007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翔林 赵灵和 

办公地址 山西省运城市红旗东街 376 号 山西省运城市红旗东街 376 号 

电话 0359-8967118 0359-8967118 

电子信箱 nfjtzqb@163.com nfjtzqb@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39,225,719.77 1,081,264,684.32 -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9,974,111.87 -73,623,546.95 -1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62,291,202.64 -75,821,671.86 -1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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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385,212.53 69,942,622.36 -20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15 -0.1342 -11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15 -0.1342 -11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00% -66.22% -111.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60,392,332.67 2,796,486,215.53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86,916.57 169,861,028.44 -94.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2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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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煤运城

盐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69% 140,970,768  质押 70,000,000 

西安高科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9% 29,021,400    

顾宝军 境内自然人 0.60% 3,305,905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60% 3,284,762    

徐珍 境内自然人 0.43% 2,362,901    

黄世远 境内自然人 0.42% 2,330,000    

梁志敏 境内自然人 0.39% 2,159,423    

刘庆福 境内自然人 0.35% 1,911,159    

王延峰 境内自然人 0.35% 1,910,000    

廖旭 境内自然人 0.33% 1,78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140,970,768 股，其中 60,000,000 股通

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东顾宝军持有公司

3,305,905 股，全部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东徐开

东持有公司 3,284,762 股，其中 1,873,735 股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股东梁志敏持有公司 2,159,423 股，全部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东刘庆福持有公司 1,911,159 股，其中 1,910,059 股通过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东王延峰持有公司 1,910,000 股，

其中 1,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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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廖旭持有公司 1,786,800 股，其中 1,7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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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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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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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环保压力，以及资金紧张等严峻挑战，在公司管理层的正确领导下，公司认真贯

彻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要求，迎难而上、积极进取、主动作为、奋力拼搏，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加强管理创新、强化市场营销、

紧抓安全生产，保持了公司的稳健运行。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9,225,719.7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14%；营业利润-157,519,992.50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108.78 %；利润总额-155,174,117.1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2.3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9,974,111.87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117.29%。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深化企业机制体制改革，释放企业活力 

一是深入推进契约化管理改革；二是推进营销体制改革；三是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四是推进技术体制改革；五是推进劳

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六是积极推进两化融合，提升公司信息化、规范化水平。 

2、着力加强市场营销，确保市场稳定 

一是聘请专业策划公司为公司日化营销量身打造营销策略，重塑奇强品牌，扩大营销优势，提升盈利能力；二是有效整

合各子分公司电商资源，推动电商平台建设，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实现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的有效对接，促进日化产品销量

大提升；三是各日化单位结合本区域市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针对性的市场营销活动，加强终端建设，促进深度分销，努

力增加销量；四是做好日化产品出口。 

3、全面推进提质增效，增强企业经营效益 

一是坚持全面对标管理；二是坚持全面预算管理；三是坚持全面内控管理；四是开展全价值链的成本费用管理；五是进

一步完善考核管理；六是深入推进全面标准化建设；七是不断加强质量管理；八是大力加强环保工作。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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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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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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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