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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0                           证券简称：*ST 建峰                           公告编号：2017-024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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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建峰 股票代码 00095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  军 张春莉 

办公地址 重庆市 4513 信箱甲 26 号 重庆市 4513 信箱甲 26 号 

传真 (023)72591275 (023)72591275 

电话 (023)72596038 (023)72597882 

电子信箱 taoraner319@163.com jfjasmine@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大力发展“专用化学品与化工新材料、农化产品和服务以及工业技术服

务”的战略发展规划，主要从事化学肥料的制造与销售、化工材料的制造与销售，以及化工装

置的项目建设管理、装置运行维护维保、检修等工业生产服务等业务。主产品为尿素、三聚

氰胺、PTMEG，同时加大化肥增值产品的开发，主要有螯合系列尿素产品、氨基酸尿素、车

用尿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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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肥业务: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大型合成氨、尿素生产装置，依托管理和技术力量，生

产尿素产品，并致力于新型肥料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生产销售普通尿素产品的同时，积极

开发出螯合系列尿素产品、氨基酸尿素、车用尿素等。  

2、化工材料业务：公司引进国际先进的BDO、PTMEG生产装置，生产BDO和PTMEG产

品（其中BDO为PTMEG的中间产品），为氨纶及工程材料提供原料。 

3、工业生产性服务：为应对基础化工产能过剩的不利局面，公司凭借积累多年的大化工

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的经验和技术力量，为国内外大化工项目提供建设和运营服务。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没有变化。 

（三）行业情况说明 

1、尿素：近年来氮肥产能过快增长，造成了国内尿素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的

不利市场局面；政策方面，2015 年2月，农业部制定《2020 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

提出目标 2015 年到 2019 年，逐步将化肥使用量年增长率控制在 1%以内；力争到 2020 年，

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实现零增长。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工信部关于推进化肥行业转

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氮肥产能控制到 6,060 万吨，产能利用率提升至 80%；

我国新型肥料的施用量占总体化肥使用量的比重从目前的不到 10%提升到30%；新型肥料发

展方面，氮肥行业将发展增值尿素产能1000万吨，硝基复合肥1500万吨。在施肥方式上，重

点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施肥、水肥一体化、叶面喷施；施肥产品上，重点发展增效氮肥、

UAN、硝基复合肥、水溶肥、高效液体肥、硝酸铵钙、硝酸磷肥。出口方面，随着化肥优惠

政策的取消，以及生产要素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内尿素产品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失

去竞争力，加上国际产能快速增长，导致尿素出口连续3年下降，从最高的1300万吨/年下降

到2016年全年出口不到900万吨。 

上述诸因素使得报告期内国内化肥市场持续下行，到三季度跌至近十年的最低，进入四

季度受大宗商品反弹、尿素主要原料煤炭价格的大幅回升而回升。 

2、PTMEG/BDO产品： 

报告期内，BDO及PTMEG产业链市场供应量继续增长， BDO新增产能16万吨，PTMEG

新增产能9.6万吨，新增产能集中在原料成本具有优势的西北地区。需求方面，下游浆料产业

淘汰产能约20万吨，市场需求进一步恶化。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加剧，整体延续亏损局

面。进口方面，2016年PTMEG进口量继续上年度的下降趋势，约下降30%左右。进入四季度，

大宗产品价格上扬带动BDO供应紧张，市场温和反转向上。在原料BDO拉动下，PTMEG产品

四季度价格温和回升。 

2017年预计BDO及PTMEG新增产能将有所放缓，下游氨纶行业有新增产能，行业整体供需形

势有一定改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567,050,724.60 3,326,469,748.52 -22.83% 2,968,713,28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4,464,996.45 -367,224,861.85 增亏 80.94% -361,474,42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0,197,468.71 -476,210,683.82 增亏 42.83% -372,133,2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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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546,082.69 190,114,550.36 30.21% 5,738,57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1 -0.61 增亏 81.97%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1 -0.61 增亏 81.97%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44% -19.48% 下降 28.96 个百分点 -16.08%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5,460,168,165.53 6,086,827,832.60 -10.30% 6,830,931,72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7,843,591.37 1,705,742,505.20 -39.16% 2,067,598,371.4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54,305,337.071 555,590,375.15 572,556,652.75 684,598,359.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225,169.14 -148,945,483.663 -236,048,925.424 -116,245,418.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682,581.08 -151,693,836.25 -239,293,938.44 -123,527,11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5,705.40 67,399,225.56 67,118,643.736 117,353,918.807 

注：1 营业收入一季度较二、三季度高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销售上年库存产品以及商品贸易增加 

2 营业收入四季度较二、三季度高的主要原因是：尿素和 PTMEG 产品销售价格分别较前季度回升 7.28 %和 5.02 %； 

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二季度较一季度高的主要原因是：一季度二化装置和 PTMEG 装置进行年度设备检修； 

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三季度较二季度增亏的主要原因是：主产品尿素和 PTMEG 价格下跌导致增亏 3500 万元，计

提资产减值 3606 万元； 

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四季度较三季度减亏主要原因是：主产品尿素和 PTMEG 价格回升，减少亏损近 3000 万元，

存货减值冲回增加利润 3566 万元，装置运行优化，生产成本下降 1400 万元。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二、三季度比一季度增加流入是因为主要原料采购采用票据支付 

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四季度比二、三季度流入增加一是因为产品销售的预收账款增加，二是因为四季度亏损较前

减少所致。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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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9,77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96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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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建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14% 282,294,397    

重庆智全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2% 34,856,463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2% 5,500,000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兴国 1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渝信创新优

势拾贰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5,037,900    

徐锦章 境内自然人 0.80% 4,818,320    

重庆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4% 3,248,995    

游晓方 境内自然人 0.38% 2,297,100    

张世忠 境内自然人 0.27% 1,595,500    

陈永兰 境内自然人 0.20% 1,179,250    

汪新文 境内自然人 0.18% 1,090,0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符合《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及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徐锦章，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818,32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股票 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4,818,320 股。股东游晓方，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1,637,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660,000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2,297,1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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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6年，化工行业尤其是基础化工景气度一路下行、石油价格屡创新低，国内尿素新增

产能不断释放,虽有部分产能因竞争、环保等原因退出，但产能过剩问题仍很突出，产品市场

价格、出口价格均大幅下跌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氮肥行业亏损严重，行业亏损面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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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额近百亿，化肥生产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挫。PTMEG同样也是受产能过剩困扰。尿素、

PTMEG产品价格持续下行，是公司2016年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67亿元，同比降低22.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6.64亿元，同比增亏80.94%。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2016年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提升公司的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为顺应化肥市场的变化，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推进尿素产品结构调整，加

大新型肥料的研发和市场拓展力度。以聚四氢呋喃装置为平台，推进化工材料结构调整，开

展相关副产品的开发。工业生产服务业务良性增长，毛利仍保持较高水平。 

2、优化装置经济运行，为稳定经营提供基础保障 

以公司效益最大化原则组织好装置联运，加强各主要生产装置的协调与配合，坚持边际

贡献为底线组织生产。认真开展装置达产达标工作，弛源化工8月份全系统全面实现达产达标，

一化、二化合成氨装置、三胺装置均实现长周期运行。深入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优化环保

装置运行，实现达标排放合规运行，公司顺利通过中央环保督查。 

3、应对市场挑战，产销衔接平稳 

2016年公司主要产品遇到巨大挑战，尿素产品价格同比下降35.29 %、PTMEG产品价格

同比下降10.27 %，为此，公司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快市场反应；加大PT战略客户的开拓，

为全年聚四氢呋喃装置满负荷运行创造条件；全年产销率为102.11 %，产销衔接平稳。 

4、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化医集团供给侧改革的总体安排，2016年3月18日起公司股票停牌，实施剥离亏损资

产发行股票购买重庆医药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近一年来，董事会依法合规积极推进，取得

化医集团的支持，8月份完成10亿公司债提前兑付，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完成重大资产

重组所有的公司内部审议程序、国资监管程序以及债权人同意，于12月19日取得证监会行政

许可的受理申请，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证监会审理中，重组工作按既定目标推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尿素 1,541,344,558.68 -71,015,402.21 -4.61% -36.99% -26.09% -15.43% 

三聚氰胺 146,006,305.52 48,536,759.69 33.24% -1.75% -35.26% 31.94% 

PTMEG 515,888,925.34 -146,240,264.50 -20.59% 90.17% 83.40% 4.45% 

其它 363,810,935.06 70,095,668.65 8.27% -20.99% -20.14% -0.97%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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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67亿元，同比降低22.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64亿元，同比增亏80.94%，主要是公司主产品尿素、聚四氢呋喃年平均销价大幅下滑，尿

素恢复征收增值税政策影响，营业利润大幅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6,147.44万元和-36,722.49 万元，

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16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446.5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股票由于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在被实行退市风险

警示后，若首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公司股票暂停上市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14.1.3 条的规定，公司将于披露 2016 年年度报告

的同时，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开始对本公司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

始日后 15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为了应对公司目前状况，公司筹划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先后于2016年3月25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6年12月21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受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21）；2017年1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商

务部反垄断局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公司将加快推进重组，改善公司基本面，提升盈利

能力，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

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同时，公司将稳定装置优化经济运行，加强内部管理，降本增效；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6年10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八一六农资有限

公司关于清算注销全资子公司南宁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八一六农资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南宁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实施清算注销。2016年12月，南宁八一六农资有限公司已完成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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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平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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