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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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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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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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7年度母公司经营亏损，净利润为

-147,413,831.62元，期末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810,728,840.61元。 

鉴于公司尚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且目前公司资金非常紧张，融资困难，为了维持公司持续

经营，结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7年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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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柳化 600423 柳化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龙立萍 汪娟 

办公地址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67号 广西柳州市北雀路67号 

电话 0772-2519434 0772-2519434 

电子信箱 lliping0772@163.com Wangjuan305614@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化工及化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化肥和化工产品生产都是以煤为主要原料，

形成“一头多线”的联产产品结构，即首先以煤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再以合成氨为原料生产硝酸

铵、尿素、硝酸等产品，硝酸铵、尿素、双氧水、液氨等是公司主要产品。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物资采购采用集团化模式，通过严格比质比价，采购性价比高的物资，满

足生产需要。按物资属性划分，主要分为三个模块：一是大宗原材料，如煤炭等；二是能源（电）

的采购；三是机器设备及备品备件等物资采购。 

大宗原材料的采购根据生产装置及工艺的特性，确定适用的原料范围，每月底进行网上招标

采购，由生产管理部门和煤炭使用单位共同确定煤炭种类及采购数量，以国有大煤矿作为主要采

购对象，其他适用煤种以地方矿为补充，价格随行就市。 

电力由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供应，目录电价格由自治区物价局确定，直供电价

格由市场决定。2017 年，公司所购电力当中，大部分属于直供电，通过广西电力交易系统采购。 

机器设备及备品备件等物资根据需求单位报计划，制定公司采购计划，线上开展招投标工作，通

过询价比质确定供应商。  

2、生产模式：公司是合成氨煤头生产企业，以煤为原料生产合成氨，再以合成氨为原料生产

尿素、硝酸、硝酸铵等产品。同时，合成氨制取原料气除杂过程中，CO、CO2 与氢气反应副产甲

醇等产品，合成氨尾气经提纯作为双氧水生产的原料。生产系统的物料可以综合利用，实现循环

经济。各产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对产品生产负荷进行适时调整。 

3、销售模式: 采用集团化销售模式，化工产品以直销为主，经销商经销为辅；化肥产品中尿

素、复合肥等以经销商经销为主，直销为辅，氯化铵、硫酸钾等以直销为主。销售定价以市场为

导向，结合产品成本、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状况等因素确定产品销售价格。 

（三）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硝酸铵、尿素、液氨、双氧水等，各产品用途如下： 

硝酸铵作为化肥原料，供给硝基复合肥厂家作为原料；作为工业原料，供给炸药生产厂家作

为原料。 

尿素作为化肥产品，最终消费群体是农民，在流通领域可以销售给有化肥经营资格的农资公

司和农业三站；作为工业原料，主要供应胶合板厂生产粘胶剂。 

合成氨最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制作化肥，包括尿素、硝酸铵、氯化氨、硫酸铵和碳酸氢氨以及

磷酸铵、氮磷钾混合肥等；在化学纤维、塑料工业中，合成氨用于生产己内酰胺、丙烯腈等单体

等产品；合成氨是重要的制冷剂，广泛应用于工业制冷、空调、食品冷藏等领域。此外，随着国

家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合成氨作为工业脱硫和脱销的吸收剂，广泛应用于火电厂和化工厂锅炉尾

气的脱硫脱硝。 



双氧水是一种用途很广的重要的无机化学品，而且在使用中其本身除放出活性氧外，被还原

生成水，因而无二次污染问题，故被称为“最清洁”的化工产品，广泛用于化工、纺织、造纸、

电子、医药、食品、包装消毒、日用化学品、环保行业中的工业废水处理等行业，具体用于各种

织物、纸张、木材、草制品的漂白；用于有机物合成、做氧化剂、催化剂、引发剂、羟基化剂；

用于有机或无机过氧化物的制造（合成过氧乙酸、过氧化苯甲酰、二氧化硫脲、过硼酸钠、过氧

化钙等）；用于电镀工业（电镀液的净化）、电子工业（金属表面处理）；用于化学分析，医药（医

药合成、消毒剂）、食品（消毒、保鲜）的加工和化妆品的生产等方面；用于建材工业（作为泡沫

塑料、泡沫水泥的发泡剂）；用于企业污水处理。 

（四）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化工化肥行业产品市场价格回暖，但受煤炭、天然气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

响，产品成本增加，盈利上升空间仍然有限。 

报告期，行业“去产能，调结构”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但调整仍任重道远，未来行业企业提

质增效发展仍将是主要方向，特别是当前国家对化工化肥行业的环保监控愈加严格，将倒逼企业

加紧推进提质发展。 

具体行业情况详细分析详见本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二、（四）行业经营

性信息分析”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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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203,681,622.05 3,699,181,387.00 -13.39 4,788,368,863.83 

营业收入 1,830,073,678.93 2,076,405,297.73 -11.86 2,629,366,2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1,551,527.52 -816,239,772.17 不适用 -485,552,40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27,931,319.44 -823,949,368.15 不适用 -503,951,04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634,067.36 -24,508,697.29 不适用 787,099,63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81,600,504.33 26,752,510.08 952.61 80,584,62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2.04 不适用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82.14 -215.38 增加1197.52个百分点 -46.2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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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688,683.03 489,526,886.15 417,838,235.13 528,019,87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686,338.82 -128,603,158.85 -91,080,575.26 240,548,9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9,749,180.01 -128,429,202.60 -110,029,331.43 -269,723,60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2,562,473.27 54,720,370.89 -1,178,137.86 115,495,7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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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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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16,066,450 22,826,167 5.72 0 

质押 17,26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22,826,167 

陈庆桃 19,297,501 19,297,501 4.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翟云龙 5,307,281 5,307,281 1.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许亚林 4,336,661 4,336,661 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4,066,450 4,066,450 1.02 0 未知  国有法人 

徐开东 3,843,313 3,843,313 0.9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宇 1,869,558 3,819,582 0.9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寿勇 2,867,219 3,638,919 0.9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郑俊生 3,600,000 3,600,000 0.9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伟华 2,700,000 2,700,0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柳化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它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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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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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柳州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公

司债券 

柳 债

暂停 

122133 2012年 3月

27 日 

2019 年 3

月 27 日 

555.4 7%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

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

至 2019年 3月 27 日一次兑付本金。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上海证券交

易所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5.2 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2年 3月 27日发行了 5.1亿元公司债券。2017年 3月，根据公司 2012年 3月 27

日披露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

公司对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了回售，回售申报日为 2017 年 3月 13日至 2017年 3月 16日。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公司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504,446手，回售金额为 504,446,000 元（不含利息）。2017年 3月 27 日，公司兑付了上述回售

资金。目前，“柳债暂停”剩余数量为 55,540 张，剩余金额为 555.40 万元。（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3 月 13 日发布的公司《关于“11 柳化债”的回售实施公告》，3 月 11 日、3

月 15日、3月 16日发布的《关于“11柳化债”回售实施的第一次提示公告》、《关于“11柳化债”

回售实施的提示公告》，3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11 柳化债”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及 3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11 柳化债”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支付“柳债暂停”自 2016年 3 月 27 日至 2017 年 3月 26 日期间的

利息（详见 2017 年 3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的公司《2011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

付息公告》）。 

5.3 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交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鹏元评级对本期公司债券进行评级。根据鹏元评级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柳州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不定期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

B；“11 柳化债”评级结果为：B；评级展望：负面。本期公司债券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质押券（详见 2017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司《关于公

司债券评级调整暨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元评级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

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B；“柳债暂停”评级结果为：B；评级展望：负面。

本期公司债券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详见 2017 年 6 月 2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的公司《关于公司债券评级结果的公告》）。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鹏元评级发来的《关于关注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副

董事长辞职的公告》和《列入关注通知书》（鹏元资信公告[2017]153 号），因公司发生董事长及副



董事长辞职事项，鹏元评级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审定，决定将公司及公司发行的柳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列入关注。鹏元评级将持续跟踪上述事项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

展望以及“柳债暂停”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 

2017 年 9 月 26 日，公司收到鹏元评级发来的《鹏元关于关注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申请公司重整的公告》和《列入关注通知书》（鹏元资信公告[2017]239 号），因公司发生债权人申

请公司重整事项，鹏元评级证券评级评审委员会审定，决定将公司及公司发行的柳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列入关注。鹏元评级将密切关注上述事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持续跟踪以

上事项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柳债暂停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收到鹏元评级发来的《鹏元关于关注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

讼的公告》和《列入关注通知书》（鹏元资信公告[2017]294 号），因公司涉及诉讼（详见同日披露

于上交所网站的《鹏元关于关注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鹏元评级证券评级评

审委员会审定，决定将公司及公司发行的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列入关注。鹏元

评级将密切关注上述事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持续跟踪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

展望以及柳债暂停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7年 2016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98.79 100.66 下降 1.87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5.73% -7.71% 上升 23.44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1.46 -3.8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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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1.86 %，营业成本 17.31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8.79%；此外，公司获得市财政 7.1 亿元政策性补贴；实现利润总额 6,155.15

万元，净利润 6,155.15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55.15万元，每股收益 0.15

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因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同时公司 2016

年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5 月 3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柳化股份”变更为“ *ST 柳化”。虽然 2017 年度公司涉及上



述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公司目前已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公司股票将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直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才可以向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若届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得到上交所批准，则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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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目前法院已裁定受理公司重整，且重整工

作已启动。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第（十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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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 号）。根据上述准则和财会〔2017〕30 号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

表项目名称 

本期受影响的

报表项目金额 
上期重述金额 

上期列报在

营业外收入

的金额 

上期列报在

营业外支出

的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

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

益 

终止经营净

利润 
-231,308,905.56 -180,479,328.51 — —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 
其他收益 5,076,703.80 — 7,102,897.61 — 

3.资产处置损益列报调整 资产处置收

益 
5,942,713.12 —  56,486.43 

注：子公司湖南中成地处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2016 年 10 月份株洲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清水塘老工业区

企业关停搬迁奖补办法〉的通知》，鼓励园区内企业搬迁改造，综合考虑双氧水、保险粉等产品的市场情况，结合

后期搬迁的预期以及公司员工情况，湖南中成从 2017 年 4 月开始已进入停产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公司在报告期对湖南中成作为终止经营进行列报，将

湖南中成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合计期末净值 3.72 亿元转入其它非流动资产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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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告范围包含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柳益化工有限公司、柳州柳化钾

肥有限公司、柳州市大力包装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柳化复混肥料有限公司、广西柳州中成

化工有限公司、湖南中成化工有限公司、东莞振华泰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柳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2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