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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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

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详见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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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利润不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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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化股份 60028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平 陈永新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 山西省太原市义井街20号 

电话 0351-5638003 0351-5638116 

电子信箱 Mishuchu8003@126.com Thgf600281@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有三大块，分别为贵金属回收加工、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工程

安装、贸易业务。 

贵金属回收加工业的经营模式为生产代工型，根据客户的订单，加工产品，同时回收产品再

次加工，为企业提供技术及其他服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华贵金属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其前身是当时我国唯一的铂网定点生产基地。公司现拥有 16项专利，企业核心竞

争力为科技研发能力，主业是铂铑钯系列贵金属催化剂的研制和生产，是国家“氨氧化制硝酸用

铂催化剂”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已在全国 28个省（市）建立了经营网络，企业的产品多次获



国家及省、部级奖励，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 20%左右。本期末公司新成立的华盛丰贵金属有限公

司试车成功，突破了贵金属回收加工及固体废物处理在环保上的地域限制，实现了扩大生产。 

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工程业的经营模式主要为采取承包方式，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具备石油化工设备管道安装工程总承包二级资质，房屋建筑施工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含

钢结构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市场份额小，业务量少。报告期内公司此业务的开展主要集中在太化

集团相关联的化工企业居多，近年业务收入逐年减少，为减少关联交易，年末转让了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剥离了不符合公司转型发展行业的业务，以利于公司的后续发展。 

贸易业务的经营模式主要为自营方式。根据市场需求，买卖双方协商，主要对商品名称、规

格型号、数量、价格、包装、产地、装运期、付款条件、结算方式、索赔、仲裁等内容进行商谈，

签订《购货合同》。现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不稳定及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贸易业务波动较大，市

场节奏难以把握，风险较大。目前公司此业务的开展多集中在曾与本公司生产经营有业务的客户

间进行，以此维系本公司的客户源，同时严格控制公司的交易风险。 

新成立的太原太化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为配售电、能源管理，

以属地内配售电为主，目前该项目正在加紧向前推进，以尽快形成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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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221,712.45 1,710,803,517.05 -32.77 2,118,899,989.63 

营业收入 705,700,445.48 871,719,340.25 -19.04 1,581,091,20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983,462.54 7,610,835.92 -1,610.79 32,932,00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743,644.56 -21,776,188.32 不适用 -44,935,61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6,765,953.48 559,211,321.43 -21.90 551,429,23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083,480.16 -34,426,536.74 不适用 -135,492,28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5 0.0148 -1,610.14 0.0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5 0.0148 -1,610.14 0.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92 1.37 减少24.29个百分点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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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38,585.89 180,531,911.46 216,315,094.51 171,114,85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82,423.36  -23,917,203.45 1,356,098.75 -80,439,93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564,837.23  -20,763,394.49 -5,362,699.55 -106,052,71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01,378.59  16,684,383.12 38,684,254.41 -13,150,7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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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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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0 223,653,339 43.48 0 质押 91,000,000 国有法人 

胡殿君 -100,000 4,140,000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0 3,748,867 0.73 0 无 0 国有法人 

李宝奇 227,000 3,518,80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唐燕 -742,776 2,625,853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秋白 0 2,354,6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尹改荣 -350,000 1,766,4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素芳 1,592,700 1,592,7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备云 1,583,392 1,583,392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 1,522,700 0.30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太化集团是国投运营间接托管的公司，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是国

投运营的全资孙公司（详见：本章四、（二）5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

关系的方框图）；太化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均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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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06亿元，利润总额为-13019.89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11498.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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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批准并获得 2018 年 12 月

20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3 3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2 年 5 5 

2-3 年 15 15 

3-4 年 30 30 

4-5 年 40 40 

5 年以上 50 50 

变更后的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30 30 

3-4 年 50 50 

4-5 年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变更原因：为了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

准确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

定，合理反映坏账准备计提，结合本公司货款回收情况、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及信用风险特征，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各项业务的实际情况，本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

进行变更。 

执行日期：2018年 12月 20日开始执行。 

②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前期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

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追溯调整，不会对以前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影响。 

对当期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序号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 2018年12月 31日/2018

年度金额 备注 

增加+/减少- 

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859,501.47  

2 其他应收款 -30,550,537.24  

3 资产减值损失 62,410,0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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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户，详见本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1户，减少 3户，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主要从事化工设备管道防腐、保温、拆除、安装工程；研制、开发、生产、

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化品），化肥、焦炭，生物化工产品（除危化品），精细化工产品（除

危化品）；机械制造；化工产品来料加工（除危化品）；工业用水生产；液氯充装（以上经营范围

仅限分公司使用）。服装加工；信息咨询；批发零售仪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钢材、建材

（除木材），磁材不锈钢制品；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自营和代理各种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贵金属系列催化剂、催化网及稀土高磁性材料的回收、利用、加工、销售，售电业务及相关

配套服务（国家限定、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目前实际经营的主要业务为：贵金属回收、加工，工业用水生产，化工产品、化肥、焦炭等

贸易业务，化工设备管理防腐、保温、拆除、安装工程等。 

 

 

 

董事长：赵英杰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 3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