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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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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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

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

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 

电话 0771-4835135 0771-4821093 

电子信箱  nhzq@n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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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整合大宗商品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

运作模式，在严控资金风险的基础上，稳健的开展以动力煤为主的大宗贸易。经过不断的深入研

究，整个贸易模式具备了一定的综合成本优势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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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01,149,625.26 395,146,148.29 1.52 755,408,587.95 

营业收入 668,526,793.09 275,441,563.89 142.71 214,156,28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03,690.97 54,122,014.40 -87.98 -32,479,91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03,690.97 -11,189,654.81   -32,327,50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22,953,491.84 303,144,089.16 6.53 241,749,390.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131,521.78 -117,671,685.58   55,477,00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23 -86.96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23 -86.96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2 19.87 减少17.75个百分

点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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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12,493.59 183,752,458.54 240,572,051.38 173,089,78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0,147.79 2,427,542.52 4,377,489.77 -1,371,48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0,147.79 2,427,542.52 4,377,489.77 -1,371,489.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8,242.42 -66,713,661.05 29,220,986.39 -2,197,0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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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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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0 4,462,509 1.90 0 无   国有法

人 

孙伟 111,100 3,999,901 1.70 0 未知   未知 

柴徐华 861,200 2,980,001 1.27 0 未知   未知 

陆健 -54,500 2,676,900 1.14 0 未知   未知 

许静波 -90,400 2,250,200 0.96 0 未知   未知 

蓝歆旻 33,200 2,158,000 0.92 0 未知   未知 

陈林妹 0 2,133,500 0.91 0 未知   未知 

傅瑞长 2,045,544 2,045,544 0.87 0 未知   未知 

黄英勇 1,494,000 1,494,000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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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52.68万元 ,同比增加 39,308.52万元，增长 14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37 万元，同比减少 4,761.83 万元,下降 85.51%；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37 万元，上年同期为-1,118.97 万元，同比增加 1,769.34 万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13.15万元，上年同期为-11,767.17万元，同比增加 8,054.02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40,114.96万元，同比增加 600.35 万元，增长 1.52%；净资产 32,295.35

万元，同比增加 1,980.94万元，增长 6.53%；负债总额 7,819.61万元，同比减少 1,380.59万元，

下降 15.01%；资产负债率 19.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32,295.35 万元，同比增加

1,980.94万元，同比增长 6.53%。 

2018年 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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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2019年 2月法

院已经裁定批准绿洲化工重整计划。2019年 6月公司原控股子公司绿洲公司已经由重整投资人完

成了相关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南宁市工商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不再

持有绿洲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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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财务报表附注“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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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南宁绿洲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进行破产重整，2018年 9月 10日经

法院裁定生效，向管理人办理移交手续，2019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