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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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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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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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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17 年 3 月 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7,090,757.78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545,778,976.79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

利润为-582,869,734.57 元，公司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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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九生化 600228 *ST昌九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浩 朱丽燕 

办公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 

电话 0791-88504560 0791-88504560 

电子信箱 zh@600228.net 24093212@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是合成氨、尿素、甲醇、白炭黑、双氧水、丙烯酰胺等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合



成氨、尿素、甲醇、白炭黑、双氧水等产品的生产装置已停产多年且已无法恢复生产，目前在营

的为公司控股 54.61%的昌九农科从事的丙烯酰胺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昌九农科丙烯酰胺产品属精

细化工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石油开采的驱油剂、污水处理的絮凝剂、沙漠土壤保水剂、建筑墙体

涂料的胶粘剂及纺织浆料，还可用于合成纤维、塑料、橡胶、纺织、医药、染料等产品的改性，

被广泛用于沥取、纸张增强、化学、灌溉、军工、农业土壤改良、种子包衣等诸多领域，俗称“百

业助剂”。丙烯酰胺分为晶体和水剂，晶体袋装、水剂灌装，均用汽车运输；昌九农科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销定产，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以此最大限度的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

本、降低营业费用、节约流动资金、缩短资金运行周期、提高资金利用率、提高产品利润率。作

为精细有机化工原料，丙烯酰胺产品下游需求波动以及原料丙烯腈价格等因素的波动对公司业绩

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全国丙烯酰胺产品装置与产能呈发展和增长态势，2016 年全国丙烯酰胺产

能总体过剩，同时，作为化工类的丙烯酰胺行业的下游需求增长趋缓，装置开工率不足，产品价

格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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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48,199.26 512,960,994.77 -10.78 622,061,438.42 

营业收入 433,696,422.78 542,376,142.13 -20.04 725,819,9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090,757.78 -24,596,514.95   34,988,39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34,602.55 -13,957,916.88   -37,935,76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994,819.03 58,544,761.16 -57.31 80,919,71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97,994.55 95,940,276.07 -90.41 6,253,68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0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80 -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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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304,724.76 95,581,848.17 112,532,935.54 131,276,91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73,635.95 -8,744,355.11 -8,022,012.91 -13,350,75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76,204.44 -6,200,273.76 -6,226,900.53 -10,331,22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77,767.85 -17,494,976.33 5,416,635.18 7,698,5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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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9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7,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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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昌九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0 43,980,000 18.22 0 无 

  
国有法人 

周勇 -85,300 9,262,739 3.84 0 未知   未知 

曹洪波 2,988,888 2,988,888 1.24 0 未知   未知 

赵海月 -4,079,700 2,500,000 1.04 0 未知   未知 

曹洪涛 1,387,000 1,747,000 0.72 0 未知   未知 

李江 130,500 1,711,009 0.71 0 未知   未知 

甘忠廉 1,604,200 1,604,200 0.66 0 未知   未知 

毛良玉 119,800 1,399,800 0.58 0 未知   未知 

周萍 1,360,230 1,360,230 0.56 0 未知   未知 

武波 1,106,000 1,106,000 0.46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周勇和赵海月是一致行动

人，曹洪波和曹洪涛是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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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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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6 年，按照董事会的工作部署，公司经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二个方面：一是“练内功、补

短板”积极应对艰难的市场环境，在维护昌九农科生产经营工作的同时，坚持围绕“做精做强昌九

农科，增强丙烯酰胺产业话语权”的思路，努力为昌九农科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创造条件；二是

以公开挂牌等多种方式推进已停产闲置资产处置工作，努力为公司优化资产结构、减轻债务负担、

增加现金流、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开创条件。 

在全国丙烯酰胺产品产能扩张、下游应用开发步伐趋缓的大背景下，2016 年昌九农科的生产

经营与国内其他丙烯酰胺同行企业一样面临较为艰难的市场环境：产品市场供大于求、原材料丙

烯腈价格大幅波动、产品价格低迷且竞争激烈、装置产能利用率不足、产品毛利空间大幅压缩。

为应对艰难的市场环境，公司“练内功、补短板”：一方面通过加强目标管理、调整考核方案、

深挖内部潜力的办法，维护昌九农科的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努力培育昌九农科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6 年 9 月昌九农科启动江苏如东基地晶体扩建工程，该项目预计可于 2017 年 6 月完工并投入

使用，届时江苏如东基地丙烯酰胺晶体产能将由 1.7 万吨/年扩大到 2.7 万吨/年，不仅可有效弥补

南昌基地因安全生产许可 2017 年 6 月 11 日到期若无法展期可能面临停产造成晶体产能的不足，

更为江苏如东基地配套水剂生产能力，未来扩产并向下游产业扩展、打造丙烯酰胺和聚丙烯酰胺

产业聚集带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6 年公司继续积极开展闲置资产处置工作：2016 年 3 月公司启动重大资产出售工作，将所

持昌九青苑 100%股权、昌九昌昱 50%股权、昌九化肥 100%股权及公司持有的部分固定资产等闲

置资产整体在江西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因先后两次公开挂牌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综合

考虑标的资产现状和市场行情等因素，为保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经 2016 年 10 月 18 日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事项，上述资产处置工作虽未取得实质成效，但为公司判断市场、后续开展处置工作提供了参

考和依据；2016 年公司在推进上述资产处置工作的同时，加强了其他闲置资产的处置工作，按照

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先后处置了废旧包装袋、废旧铜氨液、合成冰机废旧水冷器以及废旧

钢铁等其他闲置资产，取得处置及租赁收入 8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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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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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 8 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 

表决权比例

（%） 

九江锦兴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95.00 95.00 

江西昌九化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西昌九青苑热电有责任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二级 100.00 100.00 

江西昌九昌昱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0.00 50.00 

江西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二级 54.61 54.61 

江苏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如东南天农科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100.00 100.00 

南昌两江化工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子公司 三级 51.00 51.00 

持有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仍控制被投资单位的依据说明详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一）

在子公司中权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 O一七年三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