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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58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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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燕萍 董事 出差 黄万福 

魏合田 董事 出差 詹祖盛 

邓维平 董事 出差 詹祖盛 

郭宝华 独立董事 出差 步丹璐 

杨渊德 独立董事 出差 步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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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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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卫平  

办公地址 
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209 号火炬动

力港南区 8 栋 9 楼 
 

电话 0830-2796927  

电子信箱 cngchwp@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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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21,823,088.74 607,268,359.44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689,050.67 38,693,211.51 -3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404,693.75 34,166,137.22 -34.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310,515.14 96,175,692.95 -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3.3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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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497,531.03 1,648,601,341.82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5,653,214.75 1,228,156,929.9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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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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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5% 66,829,600 0 — —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27% 50,751,216 0 — —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7% 46,633,882 0 — —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9% 42,577,057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6% 5,214,200 0 — — 

孙涛 境内自然人 0.41% 1,709,700 0 — —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563,555 0 — — 

顾黎琼 境内自然人 0.25% 1,050,000 0 — — 

樊春华 境内自然人 0.24% 1,013,100 0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

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1,007,4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泸州北方、西安惠安系北化集团全资公司，中兵投

资、北化集团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全资公司，上述 4 名股东

同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控制；其余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樊春华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份数量是

1,013,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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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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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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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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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工程机械业 

2017年上半年，伴随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影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其中，传统

行业依然面临去库存、去产能的压力。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和重点工作安排，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严

峻形势下，对外坚持“国际化、高端化”经营战略，对内扎实推进结构调整，着力精益管理和全面深化改

革，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积极配合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经营状况总体保持基本稳定，无重大安

全、环保、质量事故，无失密泄密事件，无媒体披露不良事件，信息披露质量逐年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状

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182.31万元，同比增长2.40%；报告期成本费用率94.26%，同比上升

2.93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68.91万元，同比减少33.61%；报告期实现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量9,231.05万元，同比减少386.52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06元，同比减少33.33%。 

1、业务板块运行情况 

硝化棉业务板块：硝化棉系列产品以效益优先，整合产品资源，优化市场结构，强化对大客户与经销

商国内、外市场资源统一调配和渠道全面覆盖的作用发挥，坚持“国际化、高端化”经营战略及差异化竞

争策略，实现国外市场销量占公司总销量的 46.11%，中高端产品销量占比74.11%，公司硝化棉业务保持

了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 

特种工业泵业务板块：泵产品业务克服了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产品售价下降的双重压力,坚持

贯彻“有订单才有作为”的经营理念，在稳定传统市场的基础上，重点突破新生市场和外贸市场，拓展一

带一路市场，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抢抓优势订单，整体经营情况平稳，泵产品持续保持细分市场领先地

位。 

2、2017年上半年公司完成的重点工作 

①市场经营取得实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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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化棉业务市场销售方面，坚持“国际化、高端化”经营战略，采取稳量提价策略，实施服务前移，

灵活价格策略，系统策划硝化棉系列产品市场，优化分区域经营，重点布局长期战略合作客户群体，市场

运作能力较强。原材料采购加大直购力度，精益采购效果得到体现。泵产品业务克服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

上涨的压力，坚持贯彻“有订单才有作为”的经营理念，加大对传统市场资源的掌控力度，重点突破新生

市场和外贸市场。做实磷复肥和脱硫两大主导市场，化工渣浆泵零部件成功挺进国际采矿冶金行业高端市

场。 

②资本运营稳步推进。 

2017年1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四

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本

次重组相关议案并披露。2017年1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组中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资产

评估结果进行备案，2017年2月7日,公司披露《关于确认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

于2017年2月17日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及有关监管问答中的相

关要求，2017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并披露《关于取消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17年3月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披露。2017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披露《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2017年3月23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关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披露《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等系列公告。公司本次重组事宜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2017年3月24日，公司披露《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2017年3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暂不具备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行政许可的说明公告》。2017年4月14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计机构的议案》并

披露。2017年4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重组相关更新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并披露。2017年5月3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披露。

2017年5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0832号）。2017

年6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0832号）。

公司组织相关方对证监会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时披露重组进展

情况。 

③结构调整取得阶段性进展。 

硝化棉业务方面对西安基地废酸处理实施升级技术改造，并已完成立项备案，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泵产品业务确定了宜城基地以中小型砂铸铸件为主，日产工业园基地以精密铸件和大中型砂铸铸件为主的

铸造产能分布；确定了日产工业园基地以烟气脱硫泵和轻型渣浆泵为主，深圳工业园基地以化工泵和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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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浆泵为主的加工装配产能分布。 

④精益管理和深化改革促进经营效益提升。 

一是通过统一管理标准、实施基础工具应用培训、组织专项检查与巡视检查等措施，进一步明确精益

管理工作目标和要求，公司现场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二是硝化棉业务加强对标管理，重点分析各项消耗指

标，积极采取节本降耗措施。三是泵业采取针对性措施，努力降低设计研发成本、降低物流和外协采购成

本。四是“财务信息化费用报销及资金预算系统建设”项目已进入上线测试阶段，着力实现远程财务管理、

财务共享服务。五是深化改革，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分配制度、考核激励等方面，修编“十三五”总体

规划，编制重点民品三年（2016-2018）滚动计划，推进薪酬与考核制度体系化调整，编制完成职能部门

薪酬分配体系。 

⑤科技创新活力得到激发。 

一是公司于6月份成功召开了首届科技创新大会，确定了公司“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路线图，安排

部署了涉及体制机制建设、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多项重点任务，各项工作现已全面铺开。二是硝化棉业务

坚持以市场反馈的信息为优化工艺技术的源头，将提高生产连续性和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耗作为工

作长期目标，优化木浆粕硝化棉特殊指标工艺，提高了产品合格率。三是泵业以提升产品性能与外观、提

高制造标准、拓展使用领域为研究重点，启动了化工渣浆泵转型升级、非电燃煤锅炉脱硫用泵产品专项技

术攻关。 

⑥安全环保质量等各项工作呈现平稳态势。 

一是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硝化棉业务通过加强重点危险部位安全管理、危

险岗位视频监控清理及升级改造工作，强化安全基础管理。环保工作以加大新型环保技术研究为重点，推

进泸州基地废渣处理项目。泵产品业务组织危险源生产现状评价等专项工作，强化隐患排查治理。环保工

作以提升基础管理水平为重点，烟尘治理项目改造工作有序推进。二是质量工作以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为着

力点，三项QC成果获奖，SNC品牌获得四川省第12届名牌产品称号。泵业公司学习行业国外先进工艺技术

和质量管理优秀经验，实现产品质量与劳动效率“双提升”，获得“优秀供应商”称号，持续开展精品工

程，“五二五”商标获全国驰名商标。 

⑦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制定并推进公司“十三五”青年业务骨干孵化计划，着力培养专业技术、

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大学生班组长四个业务领域的后备人才。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从事工程机械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3、行业政策影响及海外业务开展情况 

①海外业务开展情况：报告期内，硝化棉产品全球消费量基本保持稳定，国内需求在下游产业链受环

保压力较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公司实施服务前移，灵活运用价格调整抢抓订单，系统策划产品市场，

优化分区域经营，重点布局长期战略合作客户群体，积极开拓外贸市场，外贸销量占公司总销量的比例达

46.11%；泵产品面对国内产能过剩的不利形势，加大对传统市场资源的掌控力度，重点突破新生市场和外

贸市场。做实磷复肥和脱硫两大主导市场，上半年实现海外订单1075万元，同比增长61.1%，化工渣浆泵

零部件成功挺进国际采矿冶金行业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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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业政策影响：报告期内，国家加大环保治理和巡查力度，公司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各类环保设施

运行平稳，污染物均实现达标排放。公司硝化棉产品将面临环保投入加大、产品成本增加的风险。受泵行

业相关的《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细则》政策影响，引导了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向“专、精、

特”方向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燃煤污染作为大气污染

治理的重点之一，大气治理行业有较好的发展空间，未来与新电厂建设和既有机组改造相配套的脱硫设施

建设将逐渐步入高潮。 

4、2017年下半年工作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贯彻落实年度董事会和总经理年度工作会各项部署，突出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加强管理导向，持续推进结构调整、深化精益管理、强化创新驱动，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一是坚持市

场需求为中心，重点突出两个市场、两个现场。二是持续推进资本运作各项工作。三是抓紧推进结构调整。

四是全面推进公司科技大会各项工作任务。五是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和深化改革。六是确保安全环保无事故。

七是持续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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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

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

计准则 第 16 号——政府补助》。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 [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

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无重大影响。除上述事项外，其他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

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相关内容详见登载于2017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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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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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万福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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