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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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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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705,494,163.63 元，2018 年股利分配 26,080,000.0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71,727,528.79

元， 2018年可供分配利润-259,846,634.84元。 

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本年度拟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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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国化工 60047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刘磊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金俄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周英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0562-3801021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电话 0562-3801675 0562-3802688 0562-3801675 

电子信箱 tlxxe@163.com landgreen@163.com Zhouy207@sohu.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为化肥(含氮肥、磷肥、钾肥)、肥料（含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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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化学制品（含精制磷酸、磷酸盐）、化学原料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公司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磷复肥和磷化工一体化专业制造企业。公司“六国”品

牌为磷复肥行业主流品牌，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大影响力。 

（2）经营模式  

公司充分利用水运、铁运等便捷物流优势,安徽、湖北的硫酸、磷矿资源优势,华东地区发达先

进的工业体系和区域经济优势，利用各生产要素的优化集合，在供应端牢固管控成本、在销售端

深入驻点直销和强化品牌溢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盈利模式；通过持续的新产品研发创新，

构建可持续的强大内生增长模式；通过循环经济和一体化，实现环境友好和绿色发展。  

生产模式：公司系流程式、规模化大型化肥生产企业，公司生产通过保持连续稳定长周期运

行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实现环保、安全的高度可控。 

采购模式：公司主要原料为煤、磷矿、硫酸，实行定期订货法采购模式，即每月根据原料需

求量建立库存检查机制，达到订购点时实施采购作业。 

销售模式：公司产品销售模式主要有驻点直销模式、买断销售模式两种，随着化肥渠道网络

下沉、农村土地流转形成的规模化经营，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用户，近年来公司加大了终端网点和

大户的直销商销售。 

（3）行业情况       

化肥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但化肥行业整体

产能严重过剩，企业间竞争激烈，盈利能力下降，行业亏损仍然存在，此外，随着我国环境保护

基本国策的强化执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分担、化肥行业全面市场化的完成，全行业

已从国民经济保障型功能日益深化提升为质量型功能，生态友好环保、污染物减量达标排放、化

肥总量零增长和精准有效施肥，成为全行业生存的根本立足点，在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引领下，化肥行业正处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发展时期。 

2018 年，全国化肥总产量（折纯）5459.6 万吨，同比下降 5.2%；化肥表观消费量同比下降

4.9%；总产量与表观消费实现三年连续下降。整体而言，2018 年，我国化肥市场行情企稳回升，

主要品种价格均有明显上涨，其中尿素和钾肥涨幅较大。预计 2019 年我国化肥消费总量仍将维持

在 5100 万吨上下（折纯），与上年大致持平；出口有可能实现好转，但出口量增长有限。预计 2019

年化肥价格总水平较上年可能有所回调，其中尿素价格估计下调幅度相对较大，年均价格 1900

元/吨左右，同比下降 4.8%；磷酸二铵均价约为 2600 元/吨，跌幅 2.5%；国产氯化钾均价 2200 元

/吨上下，下跌 3.5%；硫基复合肥（45%）均价约为 2350 元/吨，降幅 3.4%。（数据来源：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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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化工工业联合会《2018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经济运行报告》） 

（4）国家化肥淡季储备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我公司每年承担国家化肥淡储任务在 10 万吨，所占比例约为公司销售总量的 5%，国家化肥

淡储政策的变化对公司总体经营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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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5,438,140.20 5,508,447,933.18 4.67 5,837,207,024.21 

营业收入 4,165,297,625.79 4,765,555,819.58 -12.60 4,456,955,6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03,975,758.70 75,602,724.26 -898.88 -124,624,48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6,841,394.25 52,075,402.78 -1,150.10 -141,159,45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36,118,131.10 2,072,964,786.81 -30.72 2,003,334,256.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511,592.60 162,610,501.17 -60.94 565,466,90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6 0.14   -0.2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36 1.85 减少36.21个百

分点 

-2.9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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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768,179.96 1,100,407,581.35 1,080,482,512.69 1,297,639,35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722,395.20 39,398,123.57 21,049,803.56 -642,701,29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109,713.16 28,390,040.36 14,912,170.43 -563,033,89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8,948,005.55 37,223,245.81 -188,501,674.02 303,738,026.3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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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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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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132,971,744 25.49   无   国有

法人 

戴文 6,030,100 17,501,799 3.36   未知   未知 

陈书伟   7,141,700 1.37   未知   未知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5,481,251 1.05   未知   未知 

辜佳伟 600,000 3,700,000 0.71   未知   未知 

辜佳敏 -600,000 2,800,000 0.54   未知   未知 

郑晓炜   2,000,000 0.38   未知   未知 

辛艳敏   1,922,200 0.37   未知   未知 

陆尉   1,593,100 0.31   未知   未知 

曹文桥 -2,429,122 1,571,400 0.3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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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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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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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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16,529.76 万元，同比下降 12.60%；实现净利润-52,590.61

万元，同比减少56,546.13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60,397.58万元，同比减少67,957.85

万元；实现每股收益-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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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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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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 年 6 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等四项解释，本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 起执行上述解释。 

根据财政部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 号）要求，对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将“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将“固定资产清理”归并至“固定

资产”项目；将“工程物资”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将“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归并至

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将“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归并至“其他应付款”项

目；将“专项应付款”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利润表中从“管理费用”项目中分拆出“研发费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8】15 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34,913,991.06  19,414,038.06  

应收账款 84,651,821.77  52,279,893.8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9,565,812.83  71,693,931.95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896,400.00  896,400.00  

其他应收款 25,609,106.36 26,505,506.36 106,209,587.24 107,105,9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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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2,771,131,020.97 2,771,131,020.97 1,567,175,357.66 1,567,175,357.66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259,680,459.76 265,102,761.30 45,460,631.03 45,460,631.03 

工程物资 5,422,301.54    

应付票据 340,884,760.00  80,000,000.00  

应付账款 608,251,417.82  316,108,990.4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49,136,177.82  396,108,990.49 

应付利息 4,382,664.27  821,304.17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1,082,147.40 95,464,811.67 11,778,370.23 12,599,674.40 

长期应付款 87,376,018.98 87,376,018.98   

专项应付款     

2017 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合并利润表 母公司利润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管理费用 167,630,534.51 157,698,533.74 69,087,540.90 59,155,540.13 

研发费用  9,932,000.77  9,932,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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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序 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简称 
持股比例% 

直 接 间 接 

1 湖北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六国  51.00 - 

2 江西六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六国 51.00 - 

3 安徽中元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中元化肥 60.00 - 

4 铜陵国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国星化工 70.00 - 

5 铜陵鑫克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克化工 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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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徽省颍上鑫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鑫泰化工 55.00 - 

7 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 国泰化工 100.00 - 

8 吉林六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六国 100.00 - 

9 铜陵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嘉合科技 100.00 - 

 (2)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 

本公司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无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