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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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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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牛化工 6007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洪波 赵建斌 

办公地址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金鼎大厦B座6-8层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金鼎大厦B座6-8层 

电话 0317-5299303 0317-5299303 

电子信箱 jhzqb600722@126.com jhzqb600722@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甲醇的生产和销售。 

2、公司的经营模式：公司的主要业务由持股 50%的控股子公司金牛旭阳经营，金牛旭阳拥有

的甲醇生产能力为 20 万吨/年，生产方式为焦炉气制甲醇。 

（1）采购模式 

金牛旭阳的采购模式为生产部门根据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编制物资需求计划，并报公司领

导批准后形成采购计划，经仓储部门汇总、整理，由公司采购部实施采购，原料采购实行外部采

购为主的模式。金牛旭阳的采购部对供应商质量保证能力进行评价；专职人员负责供应商的调查

评价。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料，仓库管理人员根据公司物资验收制度核对客户信息，对所有原辅材

料、外购件进行验收入库。 

（2）生产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公司生产部根据业务的运行要求和销售需求编制、调整年度

和月度生产计划，并将计划下达至生产车间，车间负责人落实生产，生产部对生产进度进行监督、

考核与核准。 

（3）销售模式 

金牛旭阳生产的全部产品由销售部统一销售。销售部拥有具有较长的销售及市场配套服务经

验的专职销售人员，人员稳定，流动性低。销售人员负责收集、汇总产品订单，采购合同经评审

后由生产部按订单编制生产计划，生产部组织车间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经质量检测合格后交付

给客户。 

3、（1）行业情况：公司的主要产品甲醇用途广泛，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材料，在化工、医

药、轻工、纺织等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其衍生物产品发展前景广阔。甲醇供给方面，随着新增

产能的陆续投产以及装置开工水平的提升，甲醇产能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产量稳步增加，截至 2018

年年底，甲醇总产能接近 8700 万吨。甲醇下游需求方面，近年来以 MTO 为首的甲醇新兴下游需

求大幅增加，以及环保等政策的推动，甲醇燃料需求保持增长，导致以甲醛为主的传统需求下滑

至三成；同时受国家对环保、房地产等方面政策的实施，传统下游需求不断萎缩，我国甲醇下游

需求格局继续深度调整。 

报告期内甲醇市场价格呈现倒“N”型走势。一季度受上游工厂排库、物流运力收紧等季节

性因素影响，甲醇市场价格呈高位震荡回落趋势；二、三季度受国内甲醇生产装置集中检修、进

口数量减少导致港口库存低位运行等因素影响，甲醇市场价格稳步上涨并创近年新高；四季度受

外盘低价货源放量冲击导致港口库存积累、原油价格大幅回落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下挫及下游需求

增加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甲醇市场价格由高位大幅度下跌。基于以上因素，2018 年国内甲醇市

场销售均价较 2017 年有所上涨，绝对价格创近年新高。 

（2）所处行业地位：公司甲醇产能为 20 万吨/年，在行业内占比较小，约占全国产能的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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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1,284,502,383.12 1,190,453,653.21 7.90 1,261,531,027.78 

营业收入 956,198,689.12 779,307,603.01 22.70 673,684,11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8,356,408.79 34,435,544.56 69.46 25,916,97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631,028.88 33,165,187.41 73.77 21,256,30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75,373,146.22 916,153,472.46 6.46 881,224,21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16,540,811.55 -1,956,877.17 不适用 -35,188,96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8 0.0506 69.57 0.0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8 0.0506 69.57 0.0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7 3.83 2.3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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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98,617.95 269,364,650.71 292,276,339.16 204,259,0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3,577.72 15,902,772.94 19,717,632.53 19,272,4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09,053.89 15,762,591.57 19,560,132.53 19,099,25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82,187.11 74,834,894.99 99,677,653.64 23,646,0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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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6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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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4,000,000 29.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77,262,977 26.05 0 无 0 国有法人 

甄文江   5,472,500 0.8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霞   2,309,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飞   1,963,2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志华   1,712,9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金钢   1,695,5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瞿新民   1,670,700 0.2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朝辉   1,581,000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阳   1,329,766 0.2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十名其他无

限售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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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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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95,619.8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35.64万元，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763.1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53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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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