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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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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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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国化工 6004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金俄 刘磊 

电话 0562-3801675 0562-3801021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电子信箱 tlxxe@163.com landgreen@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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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3,691,269.71 5,837,207,024.21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89,255,108.24 2,003,334,256.5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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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837,986.00 -126,801,061.4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004,067,513.21 2,040,155,847.02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78,852.92 -32,313,2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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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1,936.26 -34,194,654.2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1.50 增加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6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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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2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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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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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49 132,971,744 0 无 0 

戴文 未知 1.98 10,329,500 0 未知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未知 1.05 5,481,251 0 未知   

曹文桥 未知 0.77 4,000,522 0 未知   

张小芳 未知 0.61 3,164,000 0 未知   

葛海强 未知 0.58 3,008,000 0 未知   

余后荣 未知 0.58 3,000,000 0 未知   

辜佳敏 未知 0.57 2,979,714 0 未知   

唐春山 未知 0.44 2,317,602 0 未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未知 0.38 2,000,05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 5%以上的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

他 9大股东无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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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知道其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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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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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化肥市场总体延续弱势行情，需求疲弱，全行业环保压力和环保投入进一步加大

。公司努力克服宏观经济持续低迷、化肥市场下行的不利因素，加大营销创新力度，以农作物专

用肥众筹营销、密集会议营销，巩固拓展终端网点销量，积极抓住国家取消磷肥和二元肥出口关

税政策利好窗口期，适度加大出口，提升公司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和加大环保投入，为实现环保管理无死角全覆盖，公司成立跨部

门协作的高级别环境保护委员会，以零污染为管理目标，按照公司生产运营所涉及的相关现行环

保法规，环保委员会在公司已有环保制度基础上予以全面完善，统一制定和下发《六国化工环保

管理规定》和《六国化工环保考核与奖惩细则》。报告期内，完成在线监测升级改造，与生产、安

全巡查同步，实施24小时环保巡查。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运行ERP系统，坚持开展对标管理，持续运行内部市场化考核，深入推进

精细化管理，公司生产系统平稳安全运行、环保正常，生产经营平稳，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同比增加2,363.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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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的规定，2016 年 5 月 1 日之后发生

的与增值税相关交易，影响资产、负债等金额的，按该规定调整。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

的相关税费，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调整计入“税金及附加”。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

行调整。本公司已执行上述两项准则，对本公司的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名称 
对 2017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项

目的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对 2017 年 1-6 月利润表项目的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营业外收入 
 

-7,505,700.15 

税金及附加 
 

15,183,070.11 

管理费用 
 

-15,183,070.11 

其他收益 
 

7,505,700.15 

除此之外，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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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嘉生 

                                                     2017年 8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