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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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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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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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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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沧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丽   

电话 0317-3556143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9号   

电子信箱 czdhzqb@126.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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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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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 

总资产 4,223,528,628.23 3,746,496,659.62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31,224,965.76 1,508,170,937.05 41.3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97,948,702.37 238,472,963.30 108.81 

营业收入 2,068,582,859.74 1,125,277,948.16 8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56,081,895.62 -22,625,634.3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7,268,118.11 -36,955,117.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95 -2.0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301 -0.076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2301 -0.0769 不适用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0,23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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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6.25 136,048,160 0 无   

张萍 未知 1.47 4,336,568 0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1.34 3,934,300 0 未知   

江阴金汇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69 2,020,778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1 1,500,000 0 未知   

叶国庆 未知 0.41 1,193,000 0 未知   

刘淑芳 未知 0.40 1,167,400 0 未知   

吴秀芳 未知 0.38 1,125,000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未知 0.36 1,055,900 0 未知   

崔玻 未知 0.36 1,05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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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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尿素市场价格在 1500 元至 1600 元之间进行徘徊，并且产能依然过剩，价格

依然上涨乏力。与市场价格相比较，我公司尿素成本依然是倒挂状态。2017 年上半年，为认真落

实沧州市政府有关城市规划的工作要求，公司决定对尿素装置进行全面停产。 

2017 年 1 月份至春节前后，国内 TDI 市场仍然需求旺盛，供应短缺，并由此导致价格上涨的

态势，国内 TDI 市场价格一度上涨至 35000 元左右。此后，市场价格虽有调整，但仍然保持在 28000

元以上。进入 4 月份，随着供应稳定以及传统销售淡季到来，市场需求出现萎缩，TDI 价格出现

下滑，达到 6 月末的 22300 元左右（含税）。在此期间，公司紧密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发现市场变

化，及时跟进。进入 4 月份，公司适时进行出口策略调整，充分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平衡供

需，稳定价格，确保市场价格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保持了较好的态势。 

2017 年上半年，烧碱市场保持良好态势，销售均价保持在每吨 930 元左右（含税）。由于我公

司烧碱为液体状态，运输范围有限，所以我公司烧碱的主要客户多为河北和山东周边的直接用户，

因此具有中间费用少，用量稳定等特点。上半年，公司紧跟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获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截至 6 月底，公司共生产 TDI 产品 81,484.38 吨, 销售 TDI 产品 77,407.94 吨，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179,983.26 万元。生产烧碱产品 218,147.29 吨，销售烧碱产品 193,393.98 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451.94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6,85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94,330 万元，同比增幅 83.8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6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7,871万元，基本每股收益2.2301

元。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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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修订的相关规定，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计入营业外收入。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上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调整，2017

年 1-6 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5,002 元。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涉及的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性

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华生 

日期 2017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