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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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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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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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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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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化 600470 六国化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邢金俄 刘磊、周英 

电话 0562-3801675 0562-3801675 

办公地址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安徽省铜陵市铜港路 

电子信箱 tlxxe@163.com Zhouy207@sohu.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329,355,464.33 4,626,641,250.49 -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276,325,914.43 1,175,906,881.21 8.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593,245.58 84,639,927.14 -225.94 

营业收入 2,269,687,841.80 2,135,921,205.21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5,595,087.06 44,452,041.00 4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533,721.01 -14,214,45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35 3.05 增加2.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5 5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85 52.94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7,3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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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49 132,971,744 0 无 0 

戴文 未知 3.43 17,877,879 0 未知   

林云方 未知 1.56 8,114,500 0 未知   

陈武峰 未知 1.29 6,707,800 0 未知   

辛艳敏 未知 1.25 6,510,100 0 未知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未知 1.05 5,481,251 0 未知   

陈书伟 未知 0.61 3,202,278 0 未知   

张耀明 未知 0.48 2,517,548 0 未知   

王慧斌 未知 0.41 2,160,300 0 未知   

陈建新 未知 0.38 2,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持有 5%以上的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9大股东无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化肥行业面临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化肥用量零增长、农作物价格低廉、环保要

求高等不利因素，公司不断改善和提升运行质量和效益，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多开发新型

肥料，向建设高效、绿色、安全的化肥产业链方向发展，公司生产经营基本稳定。受新冠疫情影

响，生产原料及化肥产品运输困难，子公司湖北六国 3 月初复工复产，国泰化工、中元化肥 2 月

底复工复产，化肥价格呈前涨后跌的走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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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销量创历

史新高。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市场大拓展、产能大释放、成本大分析、费用大清理、管理大梳

理”五大行动，加快推动内部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实现企业增效，员工增收入。积极调整

三大生产基地产品结构，充分发挥装置优势，顺应市场需求，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供应、服务市

场；进一步加强市场网络建设，优化渠道，深耕细作，培育并打造万吨县、万吨区等标杆市场；

进一步提升服务市场能力，强化“产品+服务”理念，树立全员质量意识和市场服务意识，通过

SMS 系统和装卸智能升级、组建物流公司等创新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提升服

务水平；进一步创新广告宣传工作，利用好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为广大经销商决战

秋销赋能。 

报告期内，围绕公司本部、宿州中元、湖北六国、吉林六国产品及地域情况，合理规划市场

及主销产品，争取效益最大化。调整销售策略，由驻点直销模式改为买断促销模式，降低资金风

险。积极关注出口，实现产品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实现产销平衡。 

报告期内，公司复合肥生产装置氨酸法造粒技改通过专家鉴定，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复合肥装

置料浆法造粒成功改造为氨酸法造粒的企业。技改后的装置年设计产能达 40 万吨，是目前国内产

能最大的氨酸法复合肥生产装置。公司通过外出取经、研究摸索，持续优化工艺流程，多方面技

术攻关，实现了生产装置平稳运行。新除尘装置同步建设投用，现场生产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与合肥工业大学联合承担的“新型减施增效复合肥工艺技术开发”项目结题

验收，项目以锌元素螯合技术和硼砂助溶技术为核心的 NPK-ZnB 新型肥料生产工艺，有效解决了

复合肥中微量元素不均匀性和化学拮抗问题，技术水平国内领先。成功试生产合格产品，与传统

肥料相比，作物总养分减施 20%基础上增产 3%以上，经济效益显著。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 6 项，



其中 5 项进入实审；获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已发表和录用科技论文 5 篇，已在线发布学位论文 1

篇；申请省级新产品 2 个，已通过专家鉴定。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审，公司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迈上新的台

阶。公司是安徽省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示范企业，铜陵市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2019

年 5 月启动两化融合贯标管理体系认证，成立两化融合贯标管理体系认证领导小组，以打造“数

字化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效能”为两化融合目标，实施技术改造和管理创新重大举措，通过信息化

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司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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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膏外销综合利用量确定磷酸和磷化工

品产量，出台磷石膏促销政策，加大营销力度。销售磷石膏 77.54 万吨，产生磷石膏 74.89 万吨，

磷石膏实现负增长。公司锅炉超低排放项目通过环保竣工验收，项目完成建设 2 套 SCR 脱硝装置、

1 套烟气氨法脱硫装置、一套烟气脱白装置，完成 1 套锅炉烟气电除雾装置升级改造。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累计已获取授权专利 179 件，其中发明专利 42 件。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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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详细内容请参见半年报全文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