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301                                                  公司简称：ST 南化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修订版)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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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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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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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南化 600301 *ST南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桂生 唐桂兴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23号7楼 广西南宁市银海大道1223号

7楼 

电话 0771-4835135 0771-4821093 

电子信箱   nhzq@nnchem.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已于 2013 年 9 月实施停产搬迁，搬迁工作推进未如预期。2015 年，公司将涉及搬迁的

资产转让给南化集团和公司将搬迁涉及土地收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的须由公司承担的义务（包

括土地整理（包括拆迁、清场、环境治理）、土壤功能恢复等）转让给南化集团，尚未完成的整体

搬迁工作，全部由南化集团承接完成，终止原有搬迁项目建设。 

公司原主要经营范围为：氯碱化学工业及其系列产品，农药、消毒剂、食品添加剂等无机和

有机化工产品生产，工业用氧、工业用氮、溶解乙炔、液氯、液氨气体等压缩和液化气的生产。

经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变更为：危

险化学品的批发及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由于受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贸易摩擦加剧，行业

政策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贸易风险加大。公司将在严控资金风险的基础上，通过



拓展贸易业务范围和增加贸易量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95,146,148.29 755,408,587.95 -47.69 966,437,931.49 

营业收入 275,441,563.89 214,156,287.46 28.62 71,742,11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122,014.40 -32,479,915.07 不适用 6,014,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189,654.81 -32,327,504.64 不适用 -39,395,97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3,144,089.16 241,749,390.87 25.40 263,846,725.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7,671,685.58 55,477,003.94 -312.11 -74,237,94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14 不适用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14 不适用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87 -12.85 不适用 2.3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0,731,664.63 35,686,782.52 62,030,806.33 146,992,3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5,310.35 -9,088,236.92 62,463,989.39 4,331,57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640,221.23 -8,863,464.24 -825,442.64 2,139,473.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22,463.88 -57,848,918.59 -53,164,258.69 18,763,955.5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7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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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0 75,248,058 32.00 0 无   国有法

人 

南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0 4,462,509 1.90 0 无   国有法

人 

孙伟 3,888,801 3,888,801 1.65 0 未知   未知 

陆健 381,100 2,731,400 1.16 0 未知   未知 

许静波 143,800 2,340,600 1.00 0 未知   未知 

陈林妹 0 2,133,500 0.91 0 未知   未知 

蓝歆旻 0 2,124,800 0.90 0 未知   未知 

柴徐华 2,118,801 2,118,801 0.90 0 未知   未知 

陈晔 1,500,000 1,500,000 0.64 0 未知   未知 

姚雄英 1,372,500 1,372,500 0.58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是一

致行动人均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为零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544.16 万元,同比增长 28.6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412.20万元，上年同期为-3,247.9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18.97

万元，上年同期为-3,232.7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767.17 万元，上年同期

为 5,547.70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39,514.61 万元，同比下降 47.69%；净资产 30,314.41 

万元，同比增长 65.40%；负债总额 9,200.21万元，同比下降 83.92%；资产负债率 23.28%，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为 30,314.41万元，同比增长 25.40%。 

在本报告期内，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绿洲化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为由，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绿洲化工进行破产重整，法院已经裁定

受理，重整管理人已经进行接收管理，因此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 2018年度经营

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412.20 万元,主要原

因是本期转回承担的超额亏损 6,321.08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18.97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户，详见本附注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