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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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北化工 600727 ST鲁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金增 蔺红波 

电话 0543-6451265 0543-6451265 

办公地址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 

电子信箱 lubeichem@lubeichem.com lubeichem@lubei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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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150,319.24 2,071,751,797.80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86,988,151.05 1,413,946,242.69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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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69,352.91 71,884,664.84 4.43 



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659,573,529.85 579,921,010.14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109,083.22 97,669,889.81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0,087,825.65 98,604,264.17 -2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91 7.49 减少2.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8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28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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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1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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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

人 

30.56 107,253,904 0 质押 50,0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4.98 17,472,392 0 无 0 

山东永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2 8,482,134 0 质押 8,220,000 

杜东元 境内自

然人 

0.64 2,255,911 0 无 0 

王建平 境内自

然人 

0.31 1,080,000 0 无 0 

何淑明 境内自

然人 

0.29 1,012,733 0 无 0 

李宏清 境内自

然人 

0.26 900,000 0 无 0 

李迎春 境内自

然人 

0.23 811,000 0 无 0 

刘强   境内自

然人 

0.21 735,105 0 无 0 

张永刚 境内自 0.19 672,600 0 无 0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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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产品销售

和原材料供应力度，保持生产稳定运行。公司管理层抓住下游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利时机，继续深

入贯彻创新发展理念，积极采取生产节能降耗、经营降本增效、严控费用节支降本、争取惠企政

策补贴等极限降本措施，坚定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围绕公司制定的战略目标，通过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加强管理，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957.3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7965.25 万元，增幅为

13.74%，主要系原盐、化肥、甲烷氯化物等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所致；实现利润总额 10962.33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3720.21 万元，下降 25.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10.91 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656.08 万元，下降 27.19%。公司资产总额 218715.03 万元，比年初增

加 5.57%；负债总额 54811.84 万元， 比年初增加 11.93%；资产负债率 25.06%，比年初增加 1.42%。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为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拓展上市公司产业布局，提

升上市公司抗风险能力，推动公司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公司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公司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收购金海钛业 100%股权，祥海资源 100%股权。 

截止目前，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审议、材料上报、反馈回复、上会审核、工商变

更、新股登记等工作，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经办理完毕，募集配套资金事宜正在积极推

进中。 



（二）、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提升管理水平为切入点，不断优化公司经营管理体系。以倒逼成本为准则，

处理好成本与安全、成本与效益、成本与环境、成本与发展的关系，促使企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针对生产经营现状，采取生产节能降耗、经营降本增效、严控费用节支、争取惠企政策补贴、修

旧利废、实施技术改进、优化生产工艺等极限降本措施，有效提高公司生产运营规范化、标准化、

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实现“提升管理、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的目标。 

1、硫磷科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硫磷科技公司在化肥产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化肥成本居高不下的环境下，紧

紧围绕公司全年生产经营任务目标，积极采取技改创新、内部挖潜、强化管理等有效措施确保化

肥、硫酸、水泥装置长期稳定运行，以烷基化废酸处理为创收主线，强化内部生产经营管理，提

高废酸协同处理能力，确保了硫磷科技公司的经济效益。 

（1）开展烷基化废硫酸再生利用，增加可处置危废的种类及数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多赢。 

公司致力于废酸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在完善磷石膏制硫酸回转窑上协同处理废酸

的基础上，研发了废硫酸裂解炉。废酸裂解炉采用煤粉为燃料，裂解炉为立式炉，废酸在裂解炉

内分解，比现有采用天然气为原料的烷基化废酸处理装置生产成本更低，处理能力更高。改造、

升级、优化后的烷基化废硫酸再生利用工艺，加大了烷基化废硫酸处理量，每年可增加废硫酸处

理量约 4 万吨，达到 12 万吨处理能力，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根本上解

决周边企业烷基化废硫酸处理问题。烷基化废硫酸处理服务已经成为硫磷科技公司重要的利润增

长点，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2）确保大宗原材料供应质量，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磷矿石、磷矿粉、液氨是公司化肥生产的主要原料。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和质量决定了化肥的

生产成本及产品质量。针对受环保影响原辅材料价格涨幅较大的实际情况，为有效控制产品生产

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公司采取精品采购策略，根据年度生产计划，直接从实力强，信誉高的生

产厂家大批量定期采购原料，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了采购成本，保证了原料品质，有效降低了生

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 

（3）车间推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加强工艺指标、备件消耗考核力度，实现车间高效规范

运转。 

车间通过推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加强车间基础管理考核与工艺管理考核，积极推行 6S



管理，加强对石膏磷含量、化肥养分、熟料强度等关键工艺指标的控制，大幅度降低了磷石膏中

磷含量，极大提高烧成生料合格率和熟料强度。加强对车间备件消耗考核，鼓励职工修旧利废，

促进车间内部节约，有效降低了产品的制造费用。 

（4）实施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 

硫磷科技公司对燃煤热风炉进行清洁能源改造，实现自动化控制；对磷石膏烘干生产线进行

升级改造，建设气流烘干装置，提高装置自动化控制水平，降低磷石膏烘干成本，目前该装置正

在建设之中；硫磷科技公司新建编织车间，淘汰旧编织设备，对编织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 

（5）持续加强环保投入，确保环保达标排放。 

为适应环保形势，硫磷公司对污水处理装置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生化装置建设，目前进入

试运行调试阶段；建设完成了磷酸尾气洗涤项目，解决了磷酸尾气氟化物排放超标问题，为环保

零事故打下了坚实基础。硫磷科技公司新建化肥仓库，解决了化肥露天堆放的问题。 

（6）加强技改创新力度，提高装置处置能力 

硫磷科技公司探索多种危废的处置方法，拓展可处置危废品种，同时进行废硫磺替代部分燃

煤的技术改造，进一步降低煤耗；硫磷科技公司与中科院过程研究所合作进行化工副产高浓度有

机废硫酸资源化高值利用试验，探索烷基化废酸炭化处理效果，目前试验已成功进入连续生产线

设计阶段，处理后废酸直接用于磷铵生产。 

2、盐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原盐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原盐产品利润降低。溴素市场行情较

好，利润较高。盐化公司以确保原盐、溴素安全生产为目标，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实现了产、销、

利及安全稳定的多面向好新局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工作措施： 

（1）强化质量管理 

强化生产措施，加大工艺质量管理，实施内部挖潜，是提高盐及溴素产量与质量的有效途径。

坚持深入探索“新、深、长”生产工艺，严格二级分晒、除混工艺，严格扒盐过程中质量管理，

对洗涤卤水要求欠饱和卤、清卤洗涤，要求盐、水彻底分开，严禁冲码现象发生，并由生产设备

科、化验室跟踪检查，严把质量关，全面提高原盐质量。 

继续贯彻执行溴素生产工艺，加强过程控制，对关键指标定期化验，并对硫磺、氯气、盐酸

等原燃材料进厂质量严格把关，确保了盐、溴产品优一级率达到 100%。 

（2）严格设备管理，保障生产设施安全运行。 

严格执行设备管理标准，加强设备操作人员操作规程、安全常识培训教育，做好溴素开车前、



制盐扒盐前设备检查，以及溴素开车、扒盐期间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切实降低或消除设备故障，

提高设备运转效率。 

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对老旧设备进行逐步更新。2020 年上半年共更新集盐机 12 台、小装

载机 8 台、直连式 350 泵 8 台、热合机 3 台、盐泵及卤水泵 3 台等，为公司安全生产进一步提供

了保障。 

溴素厂各装置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自 3 月份陆续开车运行以来，除异常天气影响导致停电停

车外，无指令性停车检修，平均装置运行率为 97.95%，为溴素产品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 

（3）加强塑苫管理 

塑苫是盐业丰产丰收的重要保障。为了降低员工塑苫收放强度，对使用周期满足更换年限、

而且确无维修价值的塑苫进行更换。加强塑苫日常维修保养，延长塑苫使用周期，有效降低生产

费用，2020 年到期更换塑苫 29227 公亩，通过日常有效管理保养，经检查仅更换 6335 公亩，上

半年已更换 4200 公亩，节约了大量生产资金。 

塑苫收放情况，经过实际测算对比，降雨在 10mm 以下及有冰雹天气一般不采取塑苫收放，

遇有大风大雨天气加强塑苫巡查，一是降低了塑苫收放费用，二是减少塑苫受损次数，降低了维

修费用，延长了塑苫使用寿命。 

（4）做好滩田维修 

盐化制卤区域面积大、池埝多，常年冲刷池埝损失较大，为确保池埝完好、沟道畅通，盐化

公司利用春季非繁忙季节，着重对进排水沟道进行了清理，对池埝进行了必要维护，保证雨季期

间排淡正常，生产顺利。 

3、锦亿科技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锦亿科技围绕安全生产，研发技改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经营目标。 

（1）、以“锦亿科技唯一目标是安全”为安全理念，按“四做好”即做好安全培训教育、做

好安全应急演练、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做好事故报告学习，组织开展工作，确保生产装置安全稳

定运行。与安全咨询公司合作，邀请安全专家对重大危险源、设计总图、设备仪表安全等方面进

行专项检查并整改。组织开展专项安全技能培训，如受限空间作业培训、事故案例培训、临时用

电作业培训等，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技能。 

（2）、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攻关, 集聚专业技术人员及一线员工智慧，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和

小改小革，全年通过优化氢氯化反应过程控制参数、综合利用装置副产 HCL 资源实施酸性甲醇等

项目技术改造、工艺变更百余项，提升了生产装置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全面优化提升质量、原



料消耗、能源消耗、产能、产能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等技术经济指标，提升装置竞争力，实现挖

潜效率和效益，降低了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3）、加强企业管理，深入开展“三创、3S”综合管理竞赛活动，通过每周检查、季度评比奖

罚形式，对生产、工艺、设备、安环、劳纪、现场、综合等管理六个方面进行 PDCA 不断完善管

理，减少不安全行为，提升本质安全，保障生产安全平稳长周期运行。 

（三）、市场营销工作 

1、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面对疫情影响及化肥整体市场行情疲软阶段性波动，适时调整市场

营销策略，积极做好市场调研、开拓销售市场，确保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针对产能过剩、市

场行情疲软的不利局面，管理层充分发挥“鲁北”品牌影响力，采取改变销售策略、优化销售队

伍、加强宣传、服务市场等措施，提高公司化肥、水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1）、积极响应国家要求，履行社会责任，共同抗击疫情。为积极应对疫情对春耕用肥的不

利影响，第一季度积极提升产能，多方协调运输，确保东北地区用肥的供应，促进春耕的正常有

序及时开展。 

（2）、积极做好市场调研，适时调整营销策略。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把握市场脉

搏，争取主动，及时分析了解市场形势，准确预测行情走向，适时调整产品出厂价格及预收货款

政策并积极出台促销政策。根据市场行情合理控制产品库存，科学调整销售目标。结合企业实际，

积极应对，与大型企业战略合作，共同抗拒市场风险，确保产品营销利润最大化。 

（3）、积极参与重点工程投标。建设项目复工复产后，通过开发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搅拌站、

住房建设工程等终端销售，有效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费用，提高产品销售价格，确保散装水泥市场

占有率。巩固袋装水泥市场，强化渠道管理，加强高溢价区域经销商管理，规范市场秩序，稳步

提升袋装水泥市场份额。 

（4）、通过对销售市场客户的整合及开发，完善化肥产品销售网络。山东、河北两省销售网

点已基本铺设到县，新疆、河南、东北、内蒙销售网点基本铺设到市。同时开发湖北、西藏、四

川、江苏、陕西、山西、海南等新区域市场。同时，为更好应对土地流转现状，加强了对合作社、

种地大户等终端用户的开发合作。 

（5）、务实求新，加强营销团队建设，提高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新招聘的销售人员进行系统培训，确保独立开展销售业务。利用每月销售例会时间，从公

司制度、市场情况、营销知识、产品知识、国家政策、商务礼仪、谈判技巧、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各个方面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和交流，有效提升工作能力和个人素养，增强公司归属感和忠诚度, 



提高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 

（6）、加强宣传，服务市场，不断提高企业信誉。 

积极调研市场，努力做好市场宣传服务工作，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及时解决市场问题，

让客户满意。通过宣传服务，让客户认知鲁北、信任鲁北、拥护鲁北，努力提升鲁北水泥、化肥

的品牌形象。 

2、针对原盐销售形势，公司销售团队在认真调研市场、准确分析盐业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市场开拓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开发措施。具体措施有： 

（1）、为确保销售市场稳定，盐化公司在充分调研市场的情况下，采取稳定当地市场，大力

拓展外地客户的方针，积极与客户开展业务交流，掌握主动，稳固关系，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较好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 

（2）、在稳定老客户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市场动向，根据自身产能、库存及客户季节用盐量

情况，合理调配发货，确保年度业务往来顺畅。 

（3）、加大业务员及营业员培训。坚持灌输“客户是上帝”的中心思想，服务客户就是服务自

我，让客户满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多年来公司坚持对外窗口业务培训工作，经过系统培训和实

际工作的历练后，业务员、营业员已完全熟悉了本岗位的业务流程，业务素质及服务意识迅速提

升，得到客户广泛赞誉和好评，为公司赢得了良好声誉。 

3、面对国内甲烷氯化物市场形势及疫情影响，锦亿科技积极采应对，加强市场营销开拓力度，

圆满完成上半年经营目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锦亿科技甲烷氯化物产品的市场主要在华南地区，销售量占锦亿科技全部销售量的一

半。为更好地维护和管控市场，锦亿科技优化营销服务和管理机制，专人负责市场服务，了解反

馈市场行情，制定出正确的销售策略。 

（2）、为应对产能的扩大，积极扩展出口业务。在 2019 年实现零突破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外贸

拓展力度。目前已与东南亚、中东、欧盟等地区的客户开展业务往来，2020 年截至 7 月实现二氯

甲烷出口近 400 吨，营业额约 900 万元。同时也在积极探寻其他出口市场，以转移国内市场销售

风险和压力，提升锦亿科技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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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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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