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230                                              公司简称：*ST 沧大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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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311,553,127.87元

(母公司数,下同)，本年度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则本年可供分配利润 311,553,127.87 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222,451,004.22 元，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34,004,132.09元。 

公司拟以 2016年末总股本 294,188,2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

（含税），共计 38,244,468.08 元，剩余 495,759,664.01 元结转至下年度分配。本年度不送红股

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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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大 600230 沧州大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丽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9号   

电话 0317-3556143   

电子信箱 czdhzqb@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尿素产品： 

尿素产品主要用于农业，部分用于复合肥和胶合板行业生产，零星用于其他工业，车用尿素

和电厂脱硫脱硝近年有少量使用。公司尿素产品采用经销商销售模式，内销与出口相结合。 

2016 年，尿素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表现的尤为突出，全年尿素价格始终在低位徘徊，全行业亏

损不断加剧，预计今后几年的时期内尿素产能过剩局面不会改变。 

相对于煤头尿素装置，目前国内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装置成本较高，竞争力低下。 

TDI 产品：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TDI 主要应用于软泡、涂料、弹性体、

胶粘剂。其中软泡是最大的一块消费领域，占 73%左右，涂料占 17%以上。软质聚氨酯泡沫材料

在家具、建筑和运输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另外，TDI 还可以用于生产硬质聚氨酯泡沫材料、胶粘

剂、混凝土密封剂、尼龙-6 交联剂、聚氨酯涂料和聚氨酯弹性体中间体。我国 TDI 产品消费地区

分布基本于下游产业分布一致；TDI 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行业主要集中在软体家具、涂料、汽车等

行业。 

公司 TDI 产品采用直接用户和经销商双线销售的模式，内销与出口相结合。 

近年来 TDI 产能的增长速度大于需求增长速度，国内产能处于过剩状态。2016 年随着国际市

场去产能化加速，国际市场转好，企业抓住有利时机加大出口，缓解了国内压力，使得国内市场

明显好转,出现国内和国外市场需求和价格共同增长的局面,尤其进入 2016 年下半年，随着国内经

济形势有所好转，国内 TDI 需求大幅度增加，TDI 价格一路攀升，从 9 月份开始，TDI 价格保持较

高的水平。 

今后 TDI 行业将继续处于降本提质增效和开拓下游产品市场的发展阶段。沧州大化 TDI 产能

15 万吨/年，占国内产能的 17.8%左右，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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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746,496,659.62 3,976,438,096.54 -5.78 4,701,781,907.06 

营业收入 2,943,902,732.44 1,794,454,318.45 64.06 3,116,033,341.2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1,063,899.77 -609,979,066.96 不适用 -192,380,785.4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5,854,758.18 -610,282,797.79 不适用 -194,699,378.3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08,170,937.05 1,131,859,016.79 33.25 1,727,415,080.7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6,195,419.16 -133,492,729.67 不适用 154,592,254.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613 -2.0734 不适用 -0.6879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613 -2.0734 不适用 -0.6879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28.11 -38.61 不适用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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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707,591.61 519,570,356.55 708,008,356.54 1,110,616,4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3,694,103.60 41,068,469.24 105,349,059.02 288,340,47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6,434,402.43 29,479,285.11 100,476,051.95 292,333,823.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9,842,785.06 208,630,178.24 153,686,025.60 274,036,4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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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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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 141,248,160 48.01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0 3,934,300 1.34 0 未知   国有法

人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尚

泰 1号证券投资基金 

2,431,133 2,431,133 0.83 0 未知   未知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展博多

策略 2号基金 

2,050,000 2,050,000 0.70 0 未知   未知 

范仁高 1,889,900 1,889,900 0.64 0 未知   未知 

吴秀芳 1,815,276 1,815,276 0.62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金

牛创新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700,000 1,700,000 0.58 0 未知   未知 

周成河 1,586,801 1,586,801 0.54 0 未知   未知 

钱克龙 1,546,200 1,546,200 0.53 0 未知   未知 

广东尚伟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尚

泰 2号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 1,500,000 0.51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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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债券情况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4,39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14,945 万元，同比增幅 6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0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98,104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

1.2613元。 

（1）、尿素产品：全年生产包装尿素 85,796.81 吨，同比减少 28,109.87 吨，减幅 24.68%；

销售尿素 87,556.35吨，同比减少 24479.93吨，减幅 21.85%。 

2016年沃原分公司受市场因素影响，成本倒挂严重，故公司决定暂缓开车，尿素装置全年实

际开车 59天，产量同比减少 9.35万吨，同比下降 77.35%；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5268.09万元，

同比下降 33.41%；尿素毛利率为-21.93%，同比下降 22.15%。 

（2）、TDI 产品：全年生产 TDI 162,648.18 吨，同比增加 24,150.63吨，增幅 17.44%；销售

TDI168,777.07吨，同比增加 34,465.15吨，增幅 25.66%。 

2016年国外多套 TDI 装置停产、转产、故障检修造成国际市场 TDI供应短缺，国内产品出口

增加，同时受到国内下游产品对 TDI刚性需求增加，公司主导产品 TDI产品价格的连续上涨。TDI

产品不含税售价同比上升约 4546元/吨，影响毛利增加 7.67亿元。年度内，随着原油价格的下降，



公司 TDI产品主要原材料甲苯价格同比下降约 366 元/吨，影响毛利增加约 0.34 亿元，同时企业

采取一系列节本降耗、控制费用的措施，公司在稳定优化生产的同时紧跟市场需求，灵活调整营

销策略，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公司盈利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 

（3）、离子膜烧碱收入、成本、毛利情况： 

2016年生产离子膜烧碱 511,086.18吨，同比增加 55,878.17吨，增幅 12.28%；销售离子膜

烧碱 481,952.94吨，同比增加 51,147.09吨，增幅 11.8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765.67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 14,368.95万元，毛利 11,396.71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其他需要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将在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的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若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未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可能面临暂停上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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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一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

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发生变化，子公司沧州大化新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12月清算注销，期末不在合并范围之内。 

  

 

 

                                                              董事长：谢华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3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