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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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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司前期未弥补亏损金额较大，本期净利润仍不足弥补。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16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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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北化工 600727 ST鲁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增 蔺红波 

电话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办公地址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电子信箱 lubeichem@lubeichem.com lubeichem@lube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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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 

总资产 1,378,959,748.66 1,494,963,322.63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11,512,517.28 1,085,153,234.09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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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11,481.65 48,283,359.47 25.33 

营业收入 262,630,746.23 250,720,500.94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867,117.36 12,863,850.15 10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7,509,990.03 9,857,319.10 179.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5 1.21 增加1.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4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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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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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

人 

30.56 107,253,904 0 质押 50,0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8 17,472,392 0 无   

山东永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34 8,222,134 0 质押 8,222,134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未知 2.27 7,976,232 0 无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乐品

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未知 1.87 6,568,700 0 无   



合伙）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启鸿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37 4,812,387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润之信 50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0.95 3,318,328 0 无   

倪爱芬 境内自

然人 

0.76 2,670,000 0 无   

叶惠珍 境内自

然人 

0.70 2,460,861 0 无   

蔡惠君 境内自

然人 

0.70 2,454,68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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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7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化工行业发展行情及新挑战，公司管理层采取优化管理，群策群力，深度扩

展产品市场空间等策略，并按既定的经营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使公司总体经营业绩趋势向好，

部分优质产品业绩表现较为明显，水泥、溴素、原盐等行业形势发展乐观，部分产品市场销售价

格回暖，化肥市场受前期行业开工不足及存量减少等因素影响下，行业形势有所好转，市场价格

基本稳定并有所增长，并加上实行精细化管理，系统深度技术改造等促使单耗成本降低，使公司

整体业绩增长明显。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263.07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191.02 万元，增幅为

4.75%，其中主要增幅为水泥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59.76%，溴素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45.35%，原盐产



品销售收入增长 16.48%，其他硫酸、编织袋等产品收入增长为 22.90%；实现利润总额 2,686.7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400.33 万元，增幅为 108.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86.71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400.33 万元，增幅达到 108.86%。公司资产总额 137,895.97

万元，比年初减少 7.76%；负债总额 26,744.72 万元， 比年初减少 34.74%；资产负债率 19.39%，

比年初下降 8.02 个百分点。 

（二）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进行，宏观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化肥行业产能依旧过剩，安全环保要求不断提高，企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等困难与挑战，企业运

营压力依然较大。原盐市场稳定，价格较去年有较大上浮。溴素产品受下游产品市场回暖影响行

情较好。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市场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市场营销策略，优化产品结构，

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制定的经营目标。 

（1）盐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上半年原盐市场稳定，价格较去年有较大上浮，整体利润有很大改善。溴素市场行情较好，

利润较高。盐化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积极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合理科学调配生产卤水和

结晶池，加大溴素生产力度，确保溴素装置安全、平稳运行，装置运转率均在 98%以上，生产总

成本稳定控制在年度预算以内，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绩。主要采取了以下工作措施： 

1）积极做好市场营销工作 

为确保销售市场稳定，盐化公司在充分调研市场的情况下，积极与客户沟通，在互利共赢的

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场，较好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 

在稳定老客户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市场动向，根据产能及库存，合理调配发货，确保业务往

来不断档。 

加大业务员培训。灌输“客户是上帝”的中心思想，一切为了客户，一切为了企业开展工作。

针对业务员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经过部门多次系统培训和实际工作的历练后，业务员已完全熟

悉了本岗位的业务流程，素质及销售技巧得到有效提升，体现了协作和互补的初衷。 

2）强化质量管理 

强化生产措施，加大工艺质量管理，实施内部挖潜，是提高盐及溴素产量与质量的有效途径。 

坚持深入探索“新、深、长”生产工艺，严格二级分晒、除混工艺，严格扒盐过程中质量管

理，对洗涤卤水要求欠饱和卤、清卤洗涤，要求盐、水彻底分开，严禁冲码现象发生，并由生产

设备科、化验室跟踪检查，严把质量关，全面提高原盐质量。 



继续贯彻执行溴素生产工艺，加强过程控制，对关键指标定期化验，并对燃煤、硫磺、氯气、

盐酸等原燃材料进厂质量严格把关，确保了盐、溴产品优一级率达到 100%。 

3）加强塑苫管理 

2017 年初，为确保企业利润，降低生产成本，盐化公司在确保稳定生产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单

位定员，加大机械化作业普及力度，上半年考察新进购集盐机 2 台，活碴机 2 台，试用效果较好，

为下步全面推广机械化作业奠定了基础。为了降低员工塑苫收放强度，对使用周期满足更换年限、

而且确无维修价值的塑苫进行更换，上半加工更换塑苫 7381 公亩。 

塑苫收放情况，经过实际测算对比，降雨在 10mm 以下及有冰雹天气一般不采取塑苫收放，

遇有大风大雨天气加强塑苫巡查，一是降低了塑苫收放费用，二是减少塑苫受损次数，降低了维

修费用，延长了塑苫使用寿命。 

4）做好滩田维修 

盐化制卤区域面积大、池埝多，常年冲刷池埝损失较大，为确保池埝完好、沟道畅通，盐化

公司利用春季非繁忙季节，着重对沟道进行了清理，对池埝进行了维护，保证雨季期间排淡正常，

生产顺利。 

（2）硫磷科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硫磷科技公司面对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加大 、成本增加等不利局面，积极采取应

对措施，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1）降低消耗指标，强化成本管控 

基于化肥行业的现状，只有靠高产、低耗、安全，实施低成本战略，才能实现公司长远健康

发展。硫磷科技公司把降低成本，降低各项消耗作为主要工作来抓，重点提高单产及产量，降低

各项消耗指标。主要原材料指标如磷矿、液氨、氯化钾等达到行业先进水平。通过优化工艺指标，

提高产量降低电耗，有效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实现了成本的有效管控。 

2）提高安全环保认识，强化安全环保责任 

面对严峻的安全环保形势，硫磷科技公司加强安全环保管理，完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做到安全管理有据可依；加强安全日常管理，开展综合检查与专项检查活动，排查隐患，及时整

改，做到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安全生产。 

3）强化原料供应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积极市场调研，多方面了解市场情况，及时与客户沟通，通过比价进行短、平、快采购，抢

抓市场主动权；大宗原辅材料积极和生产厂家沟通协商，取缔中间商环节直接采购，同时与大型



知名企业合作，通过合作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减少采购风险；采购及

时，保证限量库存，加速资金周转，杜绝库存积压和过剩的现象；针对环保、安全影响，多渠道

运输，保证采购进度，降低采购成本。 

4）强化公司内部管理，重视安全环保工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通过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抓好安全教育等工作，使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有

序开展。公司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处理废硫酸 12 万吨/年，公司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不

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减少了废硫酸的无序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 

（三）设立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基金情况 

公司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产融结合，合理降低投资风险，推动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实现公司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依托专业投资机构的经验、能力和资源，与锦江集团、恒杰

实业及杭州金投共同合作，发起设立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基金，基金总额 10.01 亿元，投资新材料、

新能源产业。各投资方已签订《产业基金合作协议书》，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产业基金合伙协议》签订、基金设立等相关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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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发生一项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2017年 5月 10日，财政部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应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

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 

公司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准则，并依据本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公司对 2017 年 1月 1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及 2017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进行了梳理，将与本公司日常经

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公

司 2017年 1-6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计为 831,485.97元。 

 本次政府补助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导致公司 2017年 1-6月将营业外收入中符合要求的 831,485.97元调入其他收益。《企业会

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年 1-6 月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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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8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