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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 :2020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五 )14:30 

会议地点：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到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人人数及代表股份数 

二、推举监票人和计票人 

三、审议会议议案、按审议事项的顺序逐项投票表决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8、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0、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四、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五、律师对大会的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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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代表）： 

2019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

定，认真履行职责，规范运作，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紧紧围绕公司

总体发展目标，按照全年重点工作计划，公司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现将公司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讨论： 

一、董事会建设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构成  

2019年度公司董事会成员有所变动和调整，2019年 3月 4日，公司进行了董事会

换届选举。2019年 12月，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治理结构调整，由原 9名董事调整为 5名

董事。 

（二）董事会机构设置 

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9 年度，根据董事变更情况，董事会及时召开会议对专门委员会

成员进行了调整。 

二、董事会关于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分析 

报告期内，全球市场动荡，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国家环保政策的力度持续

加大，环保监督及巡视常态化，化肥行业面临环保压力增强；在国家化肥零增长的政策

指导下，国内化肥市场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化肥行业继续淘汰落后产能；随着化

肥行业逐步回暖，开工率有所回升，但产品价格逐步趋于下降；此外，天然气价格上涨，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市场环境，

紧紧围绕 2019 年生产经营目标，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严规矩、强

监督、转作风”等专项行动为抓手，持续优化生产要素、加快调整产业布局，狠抓生产

议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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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安全环保、市场拓展、创新发展、深化改革等工作，促使公司逆境中发展前行。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结构升级调整，大力推进新产品销售，推进“新品+

差异化”营销策略，在本部已有控失肥、中微量元素肥、海藻肥、系列专用肥的基础上，

继续推广水溶肥、有机肥、菌肥、水产肥、土壤调理剂等新产品，目前公司已拥有 10

大系列 100多款新产品。公司通过大力开展新品推介会、示范观摩会、网点农民会等形

式多样的宣传促销活动，全年销售新产品 27.5万吨，同比上升 34.15%。公司持续优化

渠道建设，大力拓展新客户，利用“乡满福”第二渠道品牌和差异化产品，加大新客户

遴选力度，全年新选客户 461家，新选客户的销量达 7.3万吨。 

报告期内，公司以磷石膏堆场整治为重点，围绕“一控三化”实行磷石膏堆场整治

消纳工作，降低、消除磷石膏堆场对长江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公司 121 装置转产磷

酸二氢铵，通过降低中和反应料浆中和度，减少氨逸出量，氨排放合格率达到 100%，尘

排放合格率达到 96.88%，预估年节约原料成本 50 多万元；公司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开展

的磷酸装置尾气脱氟实验，尾气氟含量实现下降；完成氮肥装置投用锅炉超低排放、初

期雨水收集池建设等环保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目标和生产实际，加大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

研发力度，与合肥工业大学合作开展二水-半水工艺磷石膏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开

发，完成硫酸钙结晶、转晶机理研究，硫酸钙稳晶技术、有机质高效分离技术、磷石膏

分级技术可行性研究，完成中微量元素肥料产品研究与开发，并生产出合格的中微量元

素肥料产品。完成二水-半水装置技术改造方案、装置试验方案，完成装置工艺改造设

计、施工、调试；液氨充装项目基建工程完成；车用尿素项目已处在试生产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进信息化工作，E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上线运行，提高人力

资源运营效率；优化、完善母子公司 SAP ERP系统、营销管理 SMS系统等信息系统；圆

满完成“六国-阿里云工业大脑”示范项目，安徽省经信厅推荐该项目入围优秀企业上

云案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实行内部市场化和对标管理，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有

效节约运营成本，全年回用渣场淋溶水折合磷矿约 2.5万吨，对磷铵装置改造、停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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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设备、优化工艺流程，能源消耗下降明显，预计年节约生产成本 400万元。氮肥装置

通过开展对标和考察，拓宽了解决问题的视野，实施磨机改良，有效解决磨机筒体螺栓

泄露、进口溜槽泄露及磨机进料口煤粉扬尘。 

报告期内，公司与贵州大学合作完成的科研开发项目“复杂难处理碘资源回收与循

环利用”获得贵州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公司海藻酸尿素获得安徽省工业精品称号，“海

藻酸尿素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铜陵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公司参与《建筑隔墙用工

业副产石膏产品标准》、《建筑隔墙用工业副产石膏技术规范》、《含肥效保持剂肥料》等

行业标准的起草；完成“控失活化磷酸二氢铵”、“控失保持性肥料”企业标准编制和省

局平台发布备案；全年共申报专利 36件，新增专利授权 13件，其中发明专利 5件。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435,368.81万元，同比上升 4.52%；实现净利润

-25,733.44万元，同比增加 26,857.17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6,201.63

万元，同比增加 34,195.95 万元；实现每股收益-0.50元。 

四、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期内，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切实

做好公司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一）公司规范化治理情况 

报告期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新要求和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董事会修订完善

了《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学习最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监管信息；进一步梳理、修订、完善管理体系

和业务体系，保障公司持续规范运作。  

（二）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确保各项决策顺利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三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充分发挥董事会职能作用，推动公司

提高治理水平，维护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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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关注公司经营管理信息、财务状况、重大事项

等，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深入讨论，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建言献策，作出决策

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诉求，切实增强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推动公司生产经营

各项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独立董事能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履行应尽的职责，严格审议各

项议案并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不受公司和公司股东的影响，并重大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切实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长能够按照规定尽职主持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会议，采取措施确保董事会进行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公司规范化治理水平进一步

提高。  

（四）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2019年，公司注重构建和谐的投资者关系，加强与投资者联系和沟通；全面采用现

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便于广大投资者的积极参与。2020年公

司将继续加强维护与投资者长期、稳定的良好互动关系，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五、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责任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负全面责任。公司将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相关规范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内部

控制体系，提高公司风险防范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

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 

2020年，公司将继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请予审议。 

 

                            

                                   

 

 

 

 

 议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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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报告 

各位股东（代表）： 

2019年公司监事会在全体监事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维护公司利益、股东权益为原

则，勤勉履行法律和股东所赋予的职责和义务，参加了公司股东大会，列席了董事会会

议，对公司各项重大事项的表决程序、合规性进行了监控，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公

司依法运作情况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认为：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均能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开拓进取。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股东、公司利益的行为。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6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2019 年 2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9 年 3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蒋升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2019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1、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2、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草案）；3、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草案）；4、2018 年利润分配预案；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6、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7、公司 2018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8、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9、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9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9 年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监事会发表的检查监督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和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对公司依法经营情况、公司决策程序和高管人员履

职尽责情况进行了检查监督。监事会认为：在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公司严格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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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运作，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司的决策严

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已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

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工作严谨，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义

务，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在执行公司职务时遵纪守法，没有违反公司章程或

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财务进行了内部审计与监督，认为公司已按照“五分开”的原则，建

立了独立的财务账册，设有独立的财务人员，财务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财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检查监督意见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严

格执行相关协议价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合法程序，关联交易及定价原则公平、合理，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四）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及意见  

监事会所有监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全面、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

实际情况。  

 2020 年，公司监事会成员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增强工作责任心，坚持原则，大

胆、公正办事，履职尽责，与董事会和全体股东一起共同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促使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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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落实和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

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

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增加“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利润表中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的明细项目。 

2、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

订）》（财会【2017】9号），于 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

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 1月 1

日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3、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

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

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议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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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规定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3,609,280.79 — 66,983,000.28 — 

应收票据 — 19,384,031.54 — 14,391,615.76 

应收账款 — 74,225,249.25 — 52,591,384.5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78,205,765.58 — 318,331,078.76 — 

应付票据 — 389,318,600.00 — 70,000,000.00 

应付账款 — 688,887,165.58 — 248,331,078.76 

（2）公司持有宜昌明珠磷化工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如下：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
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
据 

摊余成
本 

19,384,031.54 
应收款项融

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变动
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19,384,031.54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以成本
计量（权
益工具）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变动
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30,900,000.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金融工具准则） 2019 年 1 月 1 日（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4,391,615.76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14,391,615.76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以成本计量
（权益工具） 

30,9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 

30,900,000.00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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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代表）： 

现将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情况汇报如下请审议： 

一、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2019年度财务报表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230Z2324 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认为：公

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利润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4,353,688,120.21 4,165,297,625.79 4.52   

营业成本 4,001,482,229.98 3,600,684,911.64 11.13   

税金及附加 24,117,167.18 28,303,029.43 -14.79   

销售费用 186,887,415.55 217,985,909.55 -14.27   

管理费用 162,361,202.40 208,266,029.03 -22.04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六国于 6 月

份被破产管理人接手、本公司不

合并其报表所致。 

研发费用 117,008,394.21 112,992,961.54 3.55   

财务费用 108,697,424.75 103,437,767.00 5.08   

其他收益 43,180,137.53 28,399,250.28 52.05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86,045,613.28 -1,567,481.8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江西六国破

产清算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1,475,170.91     主要系本期坏账损失计入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2,402,944.89 -317,515,952.22   
主要系上期计提的资产减值较

多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1,310,712.68     
主要系子公司鑫泰化工土地及

附属资产被当地政府收储产生。 

议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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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25,950,452.75 14,527,989.54 78.6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

上年增加所致。 

营业外成本 30,871,997.61 162,086,908.59 -80.95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江西六国预

提职工安置费用所致。 

所得税费用 -7,794,512.45 -18,710,017.71   
主要系本期中元化肥递延所得

税费用转销。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62,016,273.76 -603,975,758.70     

每股收益 -0.50 -1.16   

三、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30,430,338.13 664,077,149.91 -35.18 

主要系本期公司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

致。 

应收票据   19,384,031.54 -100.00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期末应收票据计入应收款项

融资所致 

应收账款 35,866,827.79 74,225,249.25 -51.68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六国被破

产管理人接手、本公司不合

并其报表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47,636,927.74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期末应收票据计入应收款项

融资所致 

预付账款 128,170,639.53 334,590,254.69 -61.69 
主要系期末预付材料款减少

所致。 

存货 690,853,516.74 769,831,488.54 -10.26 
主要系期末原材料库存减少

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30,109,158.54 188,317,531.63 22.19 
主要系期末留抵增值税进项

税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900,000.00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期末可供出售金融工具计入

其他权益工具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900,000.00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期末可供出售金融工具计入

其他权益工具所致 

固定资产 2,627,574,863.74 2,323,874,247.69 13.07   

在建工程 77,472,453.66 713,816,481.57 -89.15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嘉合

科技聚酰胺切片项目和

国泰化工双氧水等项目

建成转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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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 299,151,705.95 603,381,408.12 -50.42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六国被破

产管理人接手、本公司不合

并其报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474,580.99 21,425,842.37 -65.11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工程款减

少所致。 

资产总计 4,626,641,250.49 5,765,438,140.20 -19.75   

短期借款 1,199,055,939.06 1,476,000,000.00 -18.76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

致 

预收账款 497,202,450.47 705,038,164.11 -29.48 
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

致 

应交税费 9,134,907.53 15,497,147.37 -41.05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六国被破

产管理人接管、本公司不合

并其报表所致。 

其他应付款 67,457,660.92 141,727,396.76 -52.40 主要系单位往来款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 43,365,335.53 111,217,319.36 -61.01 
主要系应付融资租赁借款减

少所致。 

预计负债 7,741,800.00 169,409,821.93 -95.43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六国破产

清算所致。 

递延收益 136,363,440.42 113,202,074.60 20.46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9,959,731.52 18,541,340.94 -46.28 
主要系本期中元化肥递延所

得税费用转销。 

负债合计 3,501,114,097.54 4,382,379,270.33 -20.11   

股本 521,600,000.00 521,600,000.00    

资本公积 1,262,676,998.46 1,262,676,998.46    

盈余公积 135,040,899.29 135,040,899.29     

未分配利润 -760,018,442.59 -498,002,168.8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175,906,881.21 1,436,118,131.10 -18.12   

四、现金流情况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年度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277,072,854.38 3,944,948,243.46 -16.93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61,973,486.26 3,881,436,650.86 -23.69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减少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5,099,368.12 63,511,592.60 396.13 

受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

出共同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261,330.17 19,613,600.60 84.88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产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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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8,925,702.29 368,829,677.87 -70.47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资金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664,372.12 -349,216,077.27  

受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和流

出共同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90,328,200.00 2,645,604,160.00 -36.11 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20,366,922.28 2,166,579,651.74 -6.75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较上年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0,038,722.28 479,024,508.26 -168.90 

受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和流

出共同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87,603,726.28 193,822,715.99 -145.20 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五、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幅度 

盈利能力    

主营业务销售毛利率 9.45% 15.34% 下降 5.89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20.08% -34.36%  

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0.51   0.56  -8.90% 

速动比率 0.29 0.35 -17.14% 

资产负债率 75.67% 76.01%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49.47  53.11  -6.85% 

存货周转率 3.38  3.05  10.82% 

报告期内，销售毛利率较上年下降 5.89个百分点，主要系报告期受市场环境影响，

产品单价下降影响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上年分别下降 8.9%、17.14%，主要系本期嘉

合科技亏损、江西六国破产等影响因素，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报告期内，存货周转率较上年增长 10.82%，存货周转天数由上年 118 天缩短至 106

天，主要系报告期存货平均余额下降影响所致。 

请予审议。 

 

 

 

 



安徽六国化工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15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代表）：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536,153,301.1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59,846,634.84 元，2019年可供分配利润

-795,999,935.96元。  

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公司本年度拟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请予审议。  

 

                                                   

 

 

 

 

 

 

 

 

 

 

 

 

 

 

 

 

 

 

 

 

 

 

议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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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聘任的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任期届满，根据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建议，结合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状况，公司董事会拟继续聘任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任期一年。并将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参照有关规定确定其报酬。 

请予审议。  

  

 

                                 

 

 

 

 

 

 

 

 

 

 

 

 

 

 

 

 

 

 

议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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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现将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汇报如下： 

一、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预计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额（万元）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 约 18000万元 8,028.2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运输及其他 不超过 800万 458.8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水 不超过 500万 80.63 

铜陵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卸载转运 约 2600万元 657.03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编织袋 约 4360万元 3,170.52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装卸费 不超过 1800万 1,631.31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液氨 不超过 1000万 731.90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铵 约 200万 215.43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 不超过 1000万 /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代理费 不超过 1000万 602.79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购买钢球 不超过 500万 149.16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出售废旧物资 不超过 500万 181.29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外供电、石膏 不超过 500万 378.64 

铜陵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采购销售产品 不超过 1000万 603.80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氨水 不超过 500万 404.78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业磷酸 约 1998万 2,287.84 

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 承运磷矿石 约 1000万 /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购买蒸汽 约 8050万元 6,765.1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电 约 8300万元 7,198.65 

合计 / /  / 

铜化集团与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以持有铜陵港务有限公司

议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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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6%股权作价 19382.28万元认缴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5.23%的股权，增资后最终持有安

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049%，至 2019年 5月 31日移交铜陵港务有限公司管理权，铜化集团

不再持有铜陵港务有限公司股权，由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铜陵港务有限公司。至此，

铜陵港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安徽首运物流有限公司不为本公司关联方披露。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国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化工”）自 2020 年元

月份起，向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纳源”）销售过氧化氢（27.5%），

2020年预计发生交易额 1,100万元（不含税）。  

铜陵纳源属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纳达”）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安纳达受同一母公司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与铜

陵纳源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为 2020年新增关联交易。  

根据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性质和金额，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与 2020 年度其他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须一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预计金额 
2019年实际发生

额（万元）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 约 18000万 8,028.27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运输及其他 不超过 800万 458.87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购买编织袋 不超过 4000万 3,170.52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运输、装卸费 约 2200万 1,631.31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液氨 不超过 1000万 731.90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蒸汽 不超过 500万 171.39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硫酸铵 约 200万 215.43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煤代理费 不超过 1000万 602.79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购买钢球 不超过 500万 149.16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出售废旧物资 不超过 500万 181.29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外供电、石膏 不超过 500万 378.6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氨水 不超过 800万 404.78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业磷酸 约 5500万 2,287.84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过氧化氢 约 1100万 /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购买蒸汽 约 8000万 6,765.14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转供电 约 8300万 7,198.65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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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8号 

法定代表人：胡珂 

注册资本： 贰亿贰仟贰佰贰拾万壹仟肆佰元整 

经营范围：硫酸、发烟硫酸生产，在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硫酸、发烟硫酸，

废渣（硫酸熔烧渣、煤渣）销售，机械设备加工（制造），劳务输出。（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1年 4月 13日 

2、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沿江路 

法定代表人：李定 

注册资本： 捌佰陆拾叁万肆仟圆整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制造、印刷、包装装潢，塑料包装制品、塑料原材料销售,编

织袋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9年 03月 18日 

3、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铜芜路 

法定代表人：朱俊 

注册资本：壹仟贰佰捌拾玖万伍仟圆整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物流咨询及综合物流服务，货物仓储、装卸、包装，国内水

运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土石方工程施工，机械加工，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汽配销

售，危险货物运输（2类【氧气、乙炔、液氨】；3 类【汽油、柴油、润滑油、香蕉水】；

8类【硫酸、苯酐、电池液酸性】；液碱；液体二氧化碳；5类（过硫酸铵、过硫酸钠）、

8类（氨水、硫化钠）），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液氨（7万吨/年）、液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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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年）批发，客车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9年 12月 21日 

4、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铜港路 8号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 贰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过硫酸铵 15000 吨/年、过硫酸钠 5000 吨/年，在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

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硫酸铵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1年 06月 13日 

5、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翠湖一路 2758号 

法定代表人：杨全 

注册资本：三仟万圆整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矿产品、橡胶及塑料制品、金属材料（除贵金

属）、润滑油、柴油（闭杯闪点≤60°C）、办公用品、木制品、五金机电及零配件、建

材、消防器材及设备、煤炭、焦炭批发、零售及商品贸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9年 10月 09日 

6、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大桥经济开发区横港物流园内 

法定代表人：杨全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废旧金属、有色金属回收、拆解、加工、销售（不含报废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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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医疗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和废气电器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均除危险品）、

机械设备、电器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矿产品、管材、通讯器材、消防器材、五金制

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电缆桥架及母线、炉料销售，金属制品制造、加

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0年 04月 26日  

7、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滨江大道中段 1688号 

法定代表人：张之春 

注册资本：肆仟壹佰叁拾玖万玖仟捌佰肆拾贰圆整 

经营范围：改性磷石膏增强球、建筑石膏粉、硫酸渣、磷石膏及磷石膏建材产品综

合开发、生产及销售，建材、装饰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机械设备、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劳务服务，磷石膏处理技术咨询服务，工业石膏（脱硫石膏、钛石膏）销售，

场地租赁，代收水电费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1999年 08月 30日  

8、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 1288号 

法定代表人：董泽友 

注册资本：肆仟贰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磷酸铁及其他化工产品（除危险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经营范围中需经环境评估的，评估合格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13年 9月 24日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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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同受控股股东控制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铜陵市华兴化工有限公司 5026.68 36451.19 29538.52 352.25 

铜陵化工集团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5236.40 350.61 7421.45 20.72 

安徽通华物流有限公司 8640.08   1975.28  11823.88   51.07  

铜陵华兴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000  7999.35  7992.92  536.2  

安徽嘉珑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980.69 2171.81 4270.15 232.67 

铜陵丰采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1063.87  620.73  6746.24  15.81  

铜陵市绿阳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7924.58   -1117.98   5932.25   -1537.56 

铜陵纳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987.22 6731.60 7920.12 816.29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未审计。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支付等履约能力正常，未发生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在与关联方进行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时，均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

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规律，以市场同类交易标的价格为依据。根据交易内容，公司将与

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详细约定交易价格、交易内容等事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0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暨预计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

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

的、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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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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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的经营与发展需要，公司经营范围拟增加“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

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仓储服务；内河普通货物运输、水路货物运输代理；流程设备及

工艺管线安装、维修，非标设备制作业务；化工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监理及工程

总承包”业务。 

现拟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为： 

公司的经营范围：化肥（含氮肥、磷肥、钾肥）、肥料（含复合肥料、复混肥料、

水溶肥料、掺混肥料、缓控释肥料、生物肥料及有机肥料）、化学制品（含精制磷酸、

磷酸盐、车用尿素、磷酸脲、碘及碘盐、氢氧化镁、日用化学产品）、化学原料（含无

水氢氟酸、无机盐、无机酸、无机碱、聚酰胺-6 切片）、土壤调理剂、微生物菌剂、磷

石膏、矿渣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及网上销售；煤炭、矿石、棉花、农业机械的销售及网

上销售；自产产品的出口，公司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仪器仪表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流程设备及工艺管线安装、维修，非标设备制作业务；土地租赁、不动

产租赁、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化工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监理及工程总承包；硫酸、

盐酸、氢氟酸、氢氧化钠溶液、甲醇、硝酸、农药（限许可证所列项目）、农作物种子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批发，粮食收购、在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磷酸、氟

硅酸、合成氨、氨溶液（含氨 20%）、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

理、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仓储服务；内河普通货物运输、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请予审议。 

 

 

 

 

议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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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由于公司产品销售具有季节性，为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的资金需求，

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持续进行，我们提出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议案如下： 

拟向中国农业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铜陵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中国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43000 万元综合授信，铜陵化学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徽商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24000 万元综合授信，由铜陵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交通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由铜陵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建设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33000 万元综合授信，由铜陵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15000 万元综合授信，由铜陵化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拟向浦发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综合授信，均为信用授信。 

拟向中信银行合肥分行申请 10000万元综合授信，均为信用授信。 

拟向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申请 25000万元综合授信，均为信用授信。 

拟向科技农村商业银行铜陵分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均为信用

授信。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金额应在授信额度

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

金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

议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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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的需要，在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授权有效期自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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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代表）： 

因工作调整，袁菊兴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袁菊兴先生辞职后，

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因此拟增补董事一名；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新的董事就任

前，袁菊兴先生仍继续履行董事及审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闫丽君先生为公司董事候

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请予审议。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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