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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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 60009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钟德红 苏云 

电话 （0871）64327127 （0871）64327128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

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云

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子信箱 zhongdehong@yth.cn suyun@yt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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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4,873,117.71 67,820,831,128.47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76,142,923.52 4,376,957,690.71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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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806,075.38 1,698,414,889.53 12.80 

营业收入 28,402,103,443.56 23,166,999,487.98 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670,795.24 65,980,313.65 9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45,189,876.96 1,908,942.97 2,267.27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1.79 增加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7 0.0499 77.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7 0.0499 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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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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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43.22 617,022,121 0 质押 230,000,000 

以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96 199,249,088 0 无 0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88 41,155,046 0 未知 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09 15,500,0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93 13,333,202 0 未知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未知 0.73 10,387,060 0 未知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顺长城沪深 300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60 8,625,578 0 未知 0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5 7,839,404 0 未知 0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

－景顺长城基金工行 500

增强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41 5,866,668 0 未知 0 

邢西明 境内自

然人 

0.36 5,191,164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与第 2 至第 10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非一致行动人，第 2 名至第 10名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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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上半年，公司主动应对市场波动、国际贸易摩擦等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产销统筹，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较好地实现了上半年业绩目标。 

报告期内，生产装置运行平稳。公司主要生产装置实现了 20 个“长周期”，保持高效运行。

主要产品综合能耗稳中有降，磷酸、磷酸二铵、聚甲醛产品综合能耗同比下降。升级基础肥、复

合肥新品生产稳步开展，复合肥产品质量提升明显。 

报告期内，运营协同进一步强化。大宗原料采购降本明显。综合利用低品位磷矿，降低用矿

成本；优化物流方式和煤炭供应结构，推进液氨火车运输，降低煤炭和合成氨采购成本。生产统

筹高效。优化提升磷酸产量，高效调拨自产磷酸，基础肥板块基本实现满负荷运行；强化复合肥

产销协同，调整产量、加大销量，降低产品库存。推进目标成本管理，主要产品成本均控制在目

标范围内；统筹装置大修，利用销售淡季，高效完成装置大修，为下半年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报告期内，营销执行有力。以市场为导向，深化产销协同。强化国内春季市场运作，合理配

置国际国内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增加新产品销量。强化市场对标，稳定产品价格。深入开展市

场维护，持续传播“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的价值主张，不断增强行业影响力。持续推进打假

维权工作，切实有效地维护公司产品形象，品牌保护效果明显。优化产品和原料多式联运，协调

统筹运力，有效保障了原料、产品运输需要，控制物流成本。 

报告期内，安全环保形势稳定。公司统筹部署安全环保工作。HSE（健康、安全、环境）重点

工作稳步推进，有效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排查整治隐患；“双减排”工作稳步推进，三套磷复肥装

置尾气治理、废水厂尾水治理、厂区异味治理等项目完成实施。“三绿”建设积极推进。磷化集团、

天宁矿业、东明矿业绿色矿山建设富有成效；水富云天化、磷化集团、三环新盛三家单位和天腾

化工、云峰分公司的 9个产品通过省级“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遴选。上半年，公司环境保

护实现“零污染”、“零死亡”，经受住了多次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督查。 

报告期内，财务管控富有成效。公司预算管控扎实有效，坚持目标导向，层层进行目标分解，

重点关注成本、销售、费用等关键指标，围绕目标抓落实；强化过程管控，抓住关键环节，明确

责任和时间节点，持续跟踪纠偏，保障目标的达成。运营资金安全可靠，拓宽融资渠道，强化资

金管控，保障运营资金安全；提高资产周转率，降低净带息负债规模；强化存货、费用和款项管

控。资本运作取得成效，磷化集团实施 10 亿元市场化债转股；红磷化工完成子公司改制。 

报告期内，公司改革持续深入。深化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经理层、职能部门负责人及下属

单位经理层实现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纵深推进“双百行动”改革，水富云天化、磷化集团、红

磷化工、天腾化工等 10余家单位全面实施契约化管理。实施精准激励，分别对关键少数、核心骨

干、全体员工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超额利润分享方案、“双效”工资管理办法。加快人才队

伍建设，引进市场化稀缺性人才，实施助理制和骨干人才交流，持续强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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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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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

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要求境内上

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该变更事项为会计报

表列示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结果产生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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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