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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05                            证券简称：川金诺                            公告编号：2018-009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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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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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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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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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33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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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金诺 股票代码 3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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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甍 宋晨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商务

大厦 A 座 10 楼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商务

大厦 A 座 10 楼 

传真 0871-67436102 0871-67436102 

电话 0871-67436102 0871-67436102 

电子信箱 cjncc61@163.com cjncc61@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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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湿法磷酸的研究、生产及分级利用，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湿法磷酸和磷酸盐系列产品。

公司现有磷酸盐产品主要涉及饲料添加剂和肥料两个行业，其中饲料添加剂行业的主要产品有饲料级磷酸

氢钙、饲料级磷酸二氢钙，饲料级磷酸氢钙简称DCP，是一种在畜禽饲料中添加的用于补充畜禽钙和磷两

类矿物质营养元素的饲料添加剂，是目前我国畜禽养殖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种“钙+磷”类添加剂，在饲料中

的添加量一般为1%-3%。主要功效是为畜禽配合饲料提供磷、钙等矿物质营养。DCP具有易于消化吸收的

特性，可加速畜禽生长发育，缩短育肥期，快速增重，能提高畜禽的配种率及成活率，具有增强畜禽抗病

耐寒能力，对畜禽的软骨症、白痢症、瘫疾症有防治作用；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简称MCP，是一种高效、优

良磷酸盐类饲料添加剂，主要用作补充动物体内的磷和钙两类矿物质营养元素，含磷量高,水溶性好,是目

前生物学效价最高的一种饲料级磷酸盐，最适合鱼、虾类等水生动物，鱼、虾类对MCP中磷的利用率高达

94%-98%，而对DCP中磷的利用率仅为50%，因此MCP对水产养殖业具有重要的作用。肥料行业主要产品

为重过磷酸钙和肥料级磷酸氢钙，重过磷酸钙又称重钙、三料过磷酸钙，有时简称为三料钙，属微酸性速

效磷肥，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浓度最高的单一水溶性磷肥，具有改良碱性土壤作用，主要供给植物磷元素和

钙元素等，促进植物发芽、根系生长、植株发育、分枝、结实及成熟，可用作基肥、种肥、根外追肥、叶

面喷洒及生产复混肥的原料，既可以单独施用也可与其它养分混合使用，若和氮肥混合使用，具有一定的

固氮作用；肥料级磷酸氢钙又称白肥，它含水溶性磷、枸溶性磷和一定的中微量元素,有速效和缓效双重特

点,可直接施用于农田或用于经济作物专用复合肥、复混肥的配制。 

       湿法磷酸是由硫酸等无机酸分解磷矿石而得到的含有较多杂质的低纯度磷酸。湿法磷酸可以用来生

产磷肥、饲料级磷酸盐，经过进一步净化可以生产工业级、食品级磷酸及其相应的磷酸盐等。湿法磷酸的

分级利用，是依据不同品种的磷制品对磷酸的品质要求不同，而进行分类利用的一种技术方法，实施“劣

酸低用，优酸高用”，从而达到磷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企业最佳经济效益。 

 2、公司的生产及经营模式 

公司一直专注于湿法磷酸的分级利用。公司利用本地硫、磷、钙、铁储量较大的优势，通过对中低品

位磷矿浮选、硫铁矿制酸、能量梯级利用、湿法磷酸的分级利用等关键技术不断创新、改进，完善从硫铁

矿制酸、磷矿石的浮选至磷酸盐、磷肥产品生产、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实现了低成本高品质的湿法磷酸

生产，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酸+肥+盐”相结合的独特产品线模式，实现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直接向产品使用者销售与买断式经销相结合的模式。饲料级磷酸钙盐公司针对各大

饲料厂家直接销售，公司一般采用“货到收款”方法为主。针对长期合作、信誉资质较好的饲料厂家公司给

予一定的赊销期限，为货到确认并收到我方发票后付款；对于经销商渠道销售，公司采用“款到发货”、“预

收货款、按合同发货”和“见票（指银行承兑汇票）发货”等方法销售。肥料产品的销售主要通过买断式经销

方式进行，对于出口的重过磷酸钙公司在报关装船后向客户传真船单等文件，客户在收到相关文件传真件

后向公司支付外币（主要为美元）现汇。 

利用多年的生产经验，公司在设备选型和工艺设计中尽量做到通用性，在共用产能一定的情况下，可

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各类产品毛利率的高低，对现有的产品结构迅速进行调整，进行柔性生产，力保收益

更高的产品产量，报告期，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加强管理、内部挖潜，提高了共用中间产品稀磷酸的生产

能力，产量从上年度的17.31万吨提高到了19.33万吨，在共用中间产品稀磷酸产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饲

料级磷酸二氢钙市场较好、盈利能力较高，公司加大了饲料级磷酸二氢钙的生产，从上年度的5.52万吨增

加到报告期的 6.58万吨，重过磷酸钙的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 

3、公司产品所属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产品饲料级磷酸盐是目前世界家禽及水产养殖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种“钙+磷”类添加剂，属饲料

行业，我国饲料产量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后目前已经进入稳定增长的态势，同时近年来我国饲料行业集中

度在不断提升，饲料行业联合、重组、兼并步伐加快，饲料行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呈现新格局，饲料企业

向养殖、屠宰、加工等环节延伸产业链，公司饲料级磷酸盐属饲料生产上游产品，需求量也随着饲料行业

的增长而增加。公司主要产品饲料级磷酸氢钙、饲料级磷酸二氢钙因其产品质量优质，成本优势明显，得

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目前公司已成为新希望集团、正大集团等国内大型饲料企业的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产品重过磷酸钙和肥料级磷酸氢钙属磷肥产品，近年来，我国化肥施用量的增长已经进入平稳增

长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对农产品的需求也

随之增加，化肥用量也会增加，公司生产销售重过磷酸钙的时间较短，主要用于出口，由于公司重过磷酸

钙产品品质优异，已在南美、中东等重过磷酸钙使用量较大的地区取得了较好的口碑。 

4、公司面临的行业竞争 

随着养殖业的比重超过种植业，饲料磷酸盐的市场前景是广阔的，其比重在湿法磷化工生产中会越来

越大，行业在准入壁垒、技术壁垒、品牌壁垒方面的门槛也较高，但行业在规模化生产、品牌营销、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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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精细成本控制等方面的竞争在加剧，饲料磷酸盐的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提高，公司要保持目前在行

业中产销量及经济指标综合排列第一方阵仍需要把握资源综合利用、自主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核心竞争

力，以全新的观念与技术去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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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799,813,584.75 646,804,504.97 23.66% 545,959,54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79,628.04 58,087,276.21 4.29% 42,197,83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581,439.34 52,597,659.62 5.67% 41,647,34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983,168.67 51,550,495.68 86.19% 60,295,37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89 0.6637 -2.23% 0.6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89 0.6637 -2.23% 0.6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10.74% -1.31% 12.47%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890,673,843.15 794,738,127.23 12.07% 534,403,07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7,200,703.03 620,625,074.99 7.50% 359,469,9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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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755,130.02 198,672,017.28 201,693,024.83 233,693,4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38,804.02 17,975,448.31 13,303,735.92 21,661,63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15,034.15 17,448,258.04 11,053,296.78 20,564,850.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80,745.09 29,983,190.22 2,528,899.97 99,151,8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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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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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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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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甍 境内自然人 44.32% 41,373,164 41,373,164 质押 5,000,000 

新疆昊天股权

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3% 4,511,700 0 质押 1,940,000 

魏家贵 境内自然人 4.69% 4,381,425 4,381,425 质押 1,600,000 

刘明义 境内自然人 3.69% 3,442,548 3,442,548 质押 120,000 

唐加普 境内自然人 3.02% 2,816,630 2,816,630 质押 1,237,000 

訾洪云 境内自然人 2.35% 2,190,712 2,190,712   

陈泽明 境内自然人 1.32% 1,236,905 0   

陈启智 境内自然人 1.05% 982,834 0   

刘和明 境内自然人 0.78% 725,896 0   

陈泽秀 境内自然人 0.73% 684,04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泽明和陈泽秀为兄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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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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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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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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磷化工行业特别是肥料行业市场低迷，竞争激烈，公司全体员工在管理团队的带领下进一步挖

掘内部潜力、狠抓管理、开拓市场，以应对市场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一手抓募投项目推进，一手抓

生产经营管理，实现了主要产品产销量大幅上升及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同时公司不放松规范内部控制

管理，为持续发展打好坚实基础。 

一、产能产量成本情况 

报告期公司持续对生产装置及生产工艺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系统各环节的生产效率，降低了

单位产品消耗、提高了收率、降低了成本。使生产装置的产能得以充分发挥，主要产品产量为41.56万吨，

较上年增加2.69万吨、上升幅度6.92%；报告期磷酸盐产品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上升0.44%，折旧及摊

销占比上升0.21%、制造费用占比上升0.05%、人工占比下降0.72%。 

二、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情况 

报告期公司销售团队积极进行市场开拓，饲料级钙盐在维护好老客户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国内新客户，

探索高效、快捷、经济的运输渠道；积极开发海外市场，推进公司饲料级钙盐的出口；肥料板块，大力开

发国际客户，使公司产品重过磷酸钙出口业务大幅增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较好的口碑；报告期公

司出口销售收入达到1.75亿元，较上年度增长34.87%，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21.96%，销售区域及销售客

户的不断扩大使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公司销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产销平衡，报

告期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与上年基本持平，销售收入较上年度增长了23.66%。公司采取提高生产环节回收

率、降低消耗的各项措施，使主营产品单位生产成本都得到了良好的控制，报告期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1.45%，较上年度的35.06%下降了3.61%的情况下，公司仍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力。 

三、各项财务指标稳定良好 

报告期公司各项财务指标基本保持稳定良好，公司偿债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率为25.09%、较上年末的

21.91%上升了3.18%，流动比率为3.05、上年末为3.97，债务保护倍数2.99、上年末为3.56；盈利能力保持

良好，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增加4.29%，营业利润率为8.99%、较上年度的9.83%略降低0.84%，

报告期在股份总数及净资产增长较快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0.6489元、较上年度的0.6637元减少0.0148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43%、较上期的10.74%下降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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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级磷酸盐 589,009,728.42 55,370,535.21 31.86% 20.27% 5.41% -4.10% 

磷肥 185,484,353.72 13,372,562.28 29.67% 21.90% 21.27%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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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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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

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

修订，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

日起执行，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修订后的新准则进行

调整。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

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相关政

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项

目列报，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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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执行，对

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

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

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23,465.91元，调增2016年度资产处

置收益23,465.91元，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2016年度净利润及非经常性

损益不产生影响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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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17年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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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2017]1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的相关规定，修订了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

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

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

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

调整法，调减2016年度营业外收入

23,465.91元，调增2016年度资产处

置收益23,465.91元，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对2016年度净利润及非经常性

损益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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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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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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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新设两家全资子公司：昆明精粹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川金诺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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